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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刚刚结束的仁怀市“两
会”上获悉：2022年，该市经济稳中
求进，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地区生
产总值达 1706亿元。2023年地区
生产总值目标为1850亿元。

2021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564.5亿元，2022年为 1706亿元，
增加值约 150亿元，这样的高增长
态势支撑点在哪里？

梳理该市的 2022年《政府工作
报告》，可以发现，支撑点落在了白
酒企业“瘦身”、环境资源减负、产业
发展提质三方面。

企业“瘦身” 实现提质扩能

白酒产业是仁怀市的主导产
业，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为推进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仁怀市积极开展酱香型白酒的综合
治理，酱香型白酒的生态构塑和酱
香型白酒的产区打造。

近年来，该市清理退出白酒生
产企业（作坊）622家、窖池 7804口，
兑现奖补资金 3.4亿元，提前一年
完成预期目标；企业累计投入 15.6
亿元，949 家企业完成“四改一建
设”（冷却水系统改造、窖池改造、
接酒池改造、厂区管网改造、废水
应急池建设）；完成 117家白酒生产
企业（作坊）兼并重组，兰家湾、青
草坝、仁溪沟等综合治理试点有序
推进，白酒产业综合治理取得阶段
性成效。

仁怀在“整合关停、改造升级、
转型发展、产业优化、品质打造、品
牌塑造”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中国
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进一步迈
向区域化、集约化、高端化、品牌化、
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在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

司，公司按照每周污水处理能力800
立方米和应急污水处理能力 400立
方米的标准，构建了完备的污水处
理系统。公司围绕仁怀市“就地改
造提升一批、兼并重组做大一批”的
要求，整合了 16家民营企业，合作
生产白酒1.1万吨，全年可实现产能
1.7万吨。在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的
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盘活闲置酿
酒资源。

通过“四改一建设”后，众多酒
企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目前，仁
怀名酒工业园区里 10多家酒企正
在抢抓工期进行厂区建设，实现提
质扩能发展。

不仅如此，通过“四改一建设”，
优越的发展环境还吸引许多外地酒
企来仁怀“筑巢”。

这都是仁怀坚定不移主攻以酱
香白酒为首位产业的新型工业化，
大力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
白酒行业绿色发展取得的实效。

环境减负 保护核心产区

在为白酒企业“瘦身”的同时，
仁怀市也着力为环境减负。

近年来，生态环保成为白酒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成为白酒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护赤水河
生态环境成为核心酱酒产区仁怀的
头等大事。

为了保护好赤水河生态，仁怀
下大力气实现了工业核心区废水收
集处理全覆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率达 95%，赤水河水质如今常年稳
定在地表Ⅱ类以上。该市还持续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退耕还林力
度，帮助群众打造农旅一体的生态
旅游业，已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13
个、市级生态村寨127个。

五马河是赤水河仁怀段最大支
流，主河长39.3公里。20世纪90年
代，五马镇大力发展造纸、煤炭产
业，11家煤厂和278家造纸作坊让五
马一跃成为工业小镇，但煤厂、造纸
作坊产生的废水废料乱排乱堆，让五
马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为了改善五马河流域生态环
境，仁怀市关停沿河所有造纸厂和
煤矿，先后投入资金 7000万元，实
施退耕还林1.7万亩，加快污水处理
厂和管网建设，着力建设五马河生
态文明示范区。

通过在河流上游部分执行严格
的生态保护政策、进行河道保护，实
现仁怀生态和发展双赢。

2021年9月，仁怀市被授予“中
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称号，这是
仁怀市推动白酒产业发展提质取
得的成绩。

系列措施 推进产区建设

仁怀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主
攻以酱香酒为首位产业的新型工业
化，打造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
建立产区准入制度、产地保护制度，
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推进仁
怀产区建设。

建立规划体系，绘就产业发展
的“新画卷”。仁怀将120.44平方公
里的酱酒生产功能区，分级划定三
大产区：15.03平方公里茅台酒产
区、53.03平方公里茅台镇传统优势
产区、52.38平方公里仁怀集聚区，
这三大产区共同构建了中国酱香白
酒核心产区，标定了中国优质酱酒

“坐标”，形成了一套政府引导、协会
管理、企业自律的产区规划和保护
体系，唱响“优质酱酒出贵州，核心
产区在仁怀”的最强音。

完善质量体系，定义酱酒行业

的“话语权”。仁怀建立涵盖 10项
标准的《仁怀产区大曲酱香酒技术
标准体系》，加强对酒用高粱、小麦
以及辅料窖泥等技术标准研究，强
化酒类质量、安全生产规范、产品溯
源体系建设，带动企业恪守品质、统
一标准、提升技术，建立起仁怀酱酒
品质表达体系、质量标准话语体系，
助力中国酱香白酒标准化发展。

打造认证体系，塑造产区品牌
的“通行证”。仁怀推进产区建设管
理，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建立产
区区域管控、生产准入、企业认证、
质量评价、诚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
等制度，发布“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
区（仁怀）”图识，着力塑造产区品牌

“超级 IP”，用产区“身份标识”为企
业和产品赋能，以匠心坚守酿造初
心，以品质向消费者致敬。

构建研发体系，提供行业发展
的“路线图”。仁怀以科技创新为酱
酒赋能，与中国酒业协会共同成立
酱酒专业委员会、产业研究院，积极
搭建“政、产、学、研、协”联合平台，
从原料、工艺、健康属性、配套产业
等方面为酱酒植入“科研之芯”，“解
码”酱香酒品质内核，加快构建酱酒
科研体系，为国内酱酒产业科研提
供“行业指南”，持续为消费者酿造
高品质“大国酱香”。

厚植文化体系，增强产区发展
的“源动力”。仁怀围绕丰富提升

“中国国酒文化之都”内涵，建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酒礼文化传承、
酱酒文化弘扬等体系，加强酿酒遗
址、文物古迹、酒器酒具等文化遗
产保护，推进酱酒文化与红色文
化、盐运文化相融合，传承“端午大
典”“祭水大典”等活动，讲好酱酒历
史文化故事，为产区建设发展注入
持久动力。 （据《贵州日报》）

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目标1850亿元——

仁怀：酱酒核心产区经济平稳增长

本报讯 近年来，红花岗区坚持把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
口，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为重要抓手，深
耕厚植营商环境沃土，大力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以一流营商环境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近日，在红花岗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区
市场监管局审批窗口前，个体经营户李金
正在等待领取营业执照。“因为我提前在网
上填写了相关资料，所以办理营业执照很
快，办理时工作人员讲解很详细，服务态度
也很好，我很满意。”李金说。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
红花岗区市场监管局以‘放管服’改革为抓
手，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首要任务，深化

‘一址多照’‘注册登记便利化’‘开办企业’
再优化等一系列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推进创业扶助、梯度培育、龙头引领等促
进全区个体私营市场主体持续稳定发展，
2022 年红花岗区新设市场主体 17179
户。”红花岗区市场监管局审批科工作人
员李奇说。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红花岗区坚持系统谋划，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擦亮做优“贵人服务·
岗好办”服务品牌，积极开展事项标准化攻
坚工程，率先在全省实行政务服务“2+2改
革”，设立“综合受理窗口”，实现办事群众

“进一扇门、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办所有
事”，并打造“法律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
公证、法律咨询等服务。此外，还推出了领
证不便“寄递办”、招商引资“代帮办”、印章
刻制“免费办”、会展活动“一站办”、自查自
纠“陪同办”等便民服务举措，切实提升办
事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2022年，该区
849个事项实现“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138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零跑腿”，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100%。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聚焦
企业和群众需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降成本。
近年来，红花岗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始终以
贯彻新国发 2号等文件精神为主导，紧紧
围绕办事不求人工作目标，全面落实‘自然
人、法人+咨询、投诉’的‘2+2改革’任务，
实现了前台无差别全项受理‘大一窗’目
标，大力推行网上办、预约办、延时办，为群
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该局相
关负责人说。

针对市场主体需求，红花岗区全面落
实助企纾困政策，打造“惠企服务专区”，积
极开展“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活动，累
计上架惠企政策 120项，覆盖市场主体数
达2.2万余家。同时，相关部门聚焦企业痛
点、难点、堵点问题，深入企业开展走访服
务。2022年，累计走访服务企业超 2000
次，协调解决问题200余个。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区
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在持续深化‘2+2
改革’成效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自然人、
法人+无障碍受理+全程代办服务’的‘2+
1+1试点改革’，全力打造企业之家，做好

‘一件事一次办’等重点工作，实现政务服
务更大范围‘一网通办’，不断推进政务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红花岗区营
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王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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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分红啦！村里今天
喊大家开会，是要兑现村级集体经
济分红……”近日，余庆县龙家镇平
桃村的村民喜笑颜开地打着招呼，
前往村委会领分红。

“熊正刚190元、刘林强244元、
李大鹏 270元……”在分红现场，村
党总支部书记罗华强逐一唱名，村
民们排着队上前签字领分红。

村民们喜领分红源于近年来平
桃村积极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该村通过“党组织引领、党员干
部带领、村集体入股”模式成立了余

庆县平桃村供销合作社、平桃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等 3个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同时，以“党支部+合作社”“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方式，打
造了苦丁茶基地、苦丁茶加工厂、温
氏养殖场 3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2022年，该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39万元，纯收入同比增加24万元。

“此次我们村拿出4.8万元用于
村民分红，让村民享受到实实在在
的发展红利，进一步增强村民支持
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信心和动
力。”罗华强说。

“我相信大伙齐心协力干，以后
拿到的分红会更多。”平桃村村民罗
廷刚说。

接下来，平桃村将通过对外开
展农机作业有偿服务、增强与企业
的合作力度等方式，持续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

在余庆县，像平桃村这样依托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带动群众发展
产业增加收入的村（居）还有不少。
近年来，该县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作为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举措，创新出台了《关于支持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十二条措施（试
行）》，结合镇村资源禀赋，全县 71
个村（居）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采取

“支部+合作社+农户”“支部+企业+
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方式，立足“自
主发展型”“抱团发展型”“资源开发
型”“资产盘活型”等发展模式，组建

“村社联体”“村企联营”“村村联盟”
等经营实体，建立了产业发展利益
联结机制，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
激情，服务了群众和推动了乡村振
兴，实现了多赢。

（高倩 陈昱君）

余庆县

多模式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 俞晖）近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 2019—
2021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其中，遵
义市林业局和2名个人获表扬。

2019—2021年，全国各级林业和
草原主管部门坚持“防灭火一体化”理
念，积极防范部署，狠抓工作落实，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
表彰先进，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职工
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积极性，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决定，授予118个单位
“2019—2021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火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授予300名同志

“2019—2021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火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据了解，全省有 4个单位获得
“2019—2021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先进单位”称号，遵义市林业
局名列其中；全省共有 8 人获得

“2019—2021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其中，仁怀
市林业局干部张洪波和赤水市林业

局党组书记、局长廖艳飞上榜。
近年来，遵义市林业局以林长制

为统领，全面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市
级、县级林业部门专门设立森防机
构，增配专职人员从事森防工作；
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
格护林员”机制，每年各级林长共
护林 3万余次，网格护林员每日巡
林护林；通过在高火险期实行联合
办公、联合执法、授权简易执法等
方式，处置野外违规用火工作力度
和效果大大提升。2022年，创新性

提出农事用火报备制度，在全市推
广落实。当年，全市有 2599起农事
用火事前报备，一定程度改善了随
意农事用火的现象。此外，在开展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
面，成效显著。

接下来，遵义市林业局将进一
步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水
平，不断推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保护生态建设成果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2021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出炉

我市两人一单位上榜

近日，播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农村居民住宅电气线
路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详细查看了居民家中电线线
路、电器产品的使用情况等，并叮嘱居民出门要关火、断电，确保
用电安全。 （记者 王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