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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洛：
立足新起点 拓展县域经济增长新空间
新闻链接 >>

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传宣讲全覆盖

甘洛县城全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面对产能过
剩尧结构性矛盾凸显和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的宏观经济环境袁 甘洛县委尧县
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尧六中全会精
神袁准确把握野稳中求进尧好中求快冶
的总基调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袁按照野三去一降一补冶总要
求袁 主动适应外部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袁 积极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充
分利用内部各种积极因素袁不断克服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新问题和新困难袁
紧扣调结构尧稳增长尧促改革尧惠民生
的主题不放松袁 全县经济运行稳定袁
发展态势行稳致远遥
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益的同时袁甘
洛县委县政府狠抓发展质量袁认真落
实一系列稳增长的有效举措袁坚持民
生优先袁不断加强收入分配尧医疗保
障等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
排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袁不断加
大民生事业投入袁城乡居民收入较快
增长袁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袁民生
持续改善遥

五年跨越发展
县域经济稳步增长
十八大以来袁甘洛县委县政府落实调结构
促改革的多项举措袁全县经济增长动力由第二
产业带动转向二尧三产业共同发力袁三次产业
比 重 由 2012 年 18.60院55.06院26.34 调 整 为
2016 年的 23.82院38.49院37.69遥
近年来袁甘洛县委县政府在进一步挖掘全
县工业潜力袁打造四川省唯一铅酸蓄电池集中
发展区袁构建有色金属采选业与非金属制造业
企业共赢平台的同时袁 大力培育能源企业袁全
县工业各行业发展由 2012 年的 86:4:1:9 转向
升级为 47:12:4:37袁 开启了由采选业单极支撑
转向采选业尧制造业与电力生产供应业多元并
举的新格局遥
2016 年袁全县共有 1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袁比 2012 年新增 2 家袁各行业企业个数占比
由 2012 年的 38:23:31:8 调整为 36:14:43:7 (有
色金属采选业:非金属制造业:电力生产和电力
供应业:电池制造业)遥
2016 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 190820
万元袁比 2012 年增长 10.49%袁其中袁基础设施
投资额达 27715 万元袁 比 2012 年增加 24985
万元袁是 2012 年的 10.15 倍曰民生及社会事业
投资额达 69233 万元袁 比 2012 年增加 36479
万元袁是 2012 年的 2.11 倍遥
2016 年 全 县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9.7743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3.6912 亿元袁 增长
60.67%袁年均增速 9.95%遥
2016 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2315.59 元袁比 2012 年 16570 元增加 5745.59
元袁增长 34.67%曰2016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6958 元袁 比 2012 年 4221 元增加
2737 元袁增长 64.84%.

发展活力倍增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海棠工业园区银都新材料公司环保设施

黑苦荞产业健康发展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村里安装了健身器材

2016 年 甘 洛 县 粮 食 产 量 81760 吨 袁 比
2012 年 的 73199 吨 增 长 11.7% 袁 年 均 增 速
2.24%曰2016 年肉类总产量 14805 吨袁 比 2012
年的 14084 吨增长 5.12%袁年均增速 1%遥
2016 年 地 方 财 政 支 出 187660 万 元 袁 比
2012 年的 96888 万元增长 71.63%袁 年均增速
11.41%遥其中袁教育支出增长 116.3%袁农林牧渔
支出增长 255.2%袁医疗卫生支出增长 140%遥
2016 年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38151
万元, 比 2012 年 24113 万元增加 14038 万元袁
是 2012 年的 1.58 倍遥
2016 年袁全县卫生机构 35 个袁比 2012 年
增加 4 个袁其中院有医院 3 个尧妇幼保健院 1
个尧卫生院 28 个袁医院尧卫生院床位数 784 张袁
比 2012 年增加 243 张遥 全县有卫生技术人员
660 人袁 比 2012 年增加 116 人袁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 7.3译袁婴儿死亡率 10.1译遥
2016 年袁全县有广播站 28 个袁比 2012 年
增加 27 个袁是 2012 年的 28 倍袁广播节目人口
覆盖率达 80%曰 直播卫星接收机 23000 台袁比
2012 年增加 10023 台袁是 2012 年的 1.77 倍袁有
线电视节目 110 套袁比 2012 年增加 72 套袁闭路
电视总户数 2000 户袁 电视节目的覆盖 率为
92%袁放映了野2131冶农村公益电影 3014 场次遥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袁基本实现
应保尽保遥
2016 年袁 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
人数 11551 人 袁 比 2012 年 增 加 8239 人 袁是
2012 年的 3.48 倍曰 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人数
79571 人袁比 2012 年增加 53726 人袁是 2012 年
的 3.08 倍遥
2016 年袁 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人数为 9493 人袁比 2012 年增加 1124 人袁
是 2012 年的 1.13 倍曰 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人数
6293 人袁 参加新型医疗合作农民人数 195207
人袁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3055 人遥

2016 年袁全县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1268 人,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348 人袁实施城乡医疗
救助 44202 人次袁比 2012 年增加 39049 人次袁
是 2012 年的 8.57 倍遥
2016 年袁全县纳入城镇低保人数 1853 人袁
涉及 934 户袁发放低保金 580.5 万元遥全县农村
低 保 纳 入 11209 户 27328 人 袁 发 放 低 保 金
6095.8 万元曰全县野五保冶人员 520 人袁发放五
保补助金 228.6 万元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 甘洛县发展士气更
足尧发展步伐更加坚定遥
尽管依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袁但甘洛县未
来五年的发展形势令人振奋遥
随着中央新一轮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
施袁国家尧省州对民族贫困地区一系列重大特
殊支持政策叠加袁全省唯一一个铅酸蓄电池集
中式发展区落户甘洛袁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全面动工建设袁甘洛的区位优势和竞争力将进
一步提升袁这些都为今后五年甘洛的发展拓展
了空间袁增添了动力遥

坚持共享发展
确保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
聚力脱贫攻坚尧决胜全面小康袁将是甘洛
未来五年的首要任务遥
甘洛将强力推进脱贫攻坚袁 确保每年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 1 万人以上袁到 2018 年解决
208 个村 9470 户 40243 人的贫困问题袁 完成
脱贫野摘帽冶任务袁到 2020 年同步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遥
同时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袁全面落实教育
扶贫惠民政策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尧高中教育
和职业教育袁强化控辍保学袁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曰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袁全面落
实野十免四补冶政策袁坚持分级诊疗袁加大医疗
救助袁有效解决野看病难尧看病贵冶问题曰深入推
进野四个好冶家庭和野四好村冶创建工作袁不断提
高城乡居民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曰严格执行计
生政策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曰以创业带动就业袁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袁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遥到
2020 年 底袁 实 现城 镇居 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入
30428 元 袁 农 村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2360 元袁分别年均增长 8%和 14.5%遥

坚持创新发展
确保县域经济取得新增长
未来五年袁野创新冶 将是甘洛发展的主动
力院

要要
要加快园区产业集群循环发展袁力争将
海棠工业园区建设成为全省最大的集中铅酸
蓄电池和再生铅集中生产基地尧全省铅酸蓄电
池和再生铅产业循环利用示范区袁 到 2020 年
园区产值突破 100 亿元遥
要要
要加快高丰铅锌矿等新矿区发展袁力争
到 2020 年累计生产铅锌金属量 25.76 万吨尧磷
矿 68 万吨袁 实现矿产资源总产值 30.4 亿元遥
培育壮大电力产业袁到 2020 年袁全县地方水电

装机容量突破 55 万千瓦袁实现产值 6.5 亿元曰
加快发展风能和光伏等清洁能源袁风电装机达
5 万千瓦袁光伏电站 10 万千瓦遥
要要
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袁建成特色农业
产业基地 14 个袁 畜禽标准化养殖小区 45 个曰
深化野大凉山冶特色品牌创建袁提升农产品商品
化率遥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袁力争到 2020 年
发展家庭农场 320 个尧农民专业合作社 450 个
以上遥突出抓好野1+X冶经果产业袁确保到 2018
年全县核桃面积达 85 万亩袁到 2020 年完成核
桃嫁接改良 75 万亩袁林业产值 3 亿元以上遥
要要
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袁 依托甘洛特
色优势旅游资源袁着力在乡村旅游规划尧特色
旅游产品上下功夫袁 推动观光游尧 文化体验
游尧探险游互为补充袁带动吃尧住尧行尧游尧购尧
娱等服务业态发展遥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尧建筑
业和房地产业袁加快培育商贸物流尧金融服务
等生产性服务业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
均增长 8.49%遥

坚持协调发展
确保城乡发展呈现新面貌
坚持城乡统筹袁不断夯实发展基础袁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150 亿元遥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袁力争投入各类资金
14 亿元袁 建成 1.05 平方公里尧 总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尧 居住人口达 1 万人以上的河东新
区曰深入推进老城区改造升级袁完成城市供排
水尧路面改造尧城市绿化和亮化等工程建设曰加
快行政区划调整袁全面推进撤乡建镇袁分年度
抓好田坝尧海棠尧普昌等小城镇规划建设曰连片
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袁 建成 201 个彝家新
寨尧完成 20858 人易地扶贫搬迁袁让群众住上
好房子尧实现安居梦遥
深入推进交通大会战袁 做好成昆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保障工作袁抓好野二轮凉推冶项目袁完成
国道 245 线乌斯河至县城尧 省道 217 线甘石路
甘洛段改建工程和甘美公路建设袁 争取实施国
道 245 线县城至白沙河段升级改造工程尧 甘石
公路快速通道尧峨汉高速甘洛连接线等项目袁加
快通乡尧通村通畅公路建设袁确保到 2018 年全
县通乡尧通村尧通组路通畅率达 100%遥

坚持绿色发展
确保生态环境实现新突破
全面落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管
理支持政策袁 严格执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袁合理调控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内容和边界遥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袁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
治理袁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遥到 2020 年袁全
县林地保有量达 16.3 万公顷以上袁森林保有量
达 8.4 万公顷以上袁 新增森林面积 37.25 万亩袁
林木绿化率达 49.65%袁森林覆盖率达 40.98%以
上,草原植被覆盖率达 86%以上遥全面完成省州
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袁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袁努力让甘洛的天更蓝尧山更绿尧水
更清尧空气更清新尧人民生活更舒心遥

阿尔乡眉山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11 月 2 日袁 甘洛县召开
常委渊扩大冤会议袁集体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袁交流学
习心得曰传达学习州委叶关于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开展基层野暖冬行动冶的实施意见曳袁研究部署甘洛
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基层 野暖冬行动冶工
作曰就当前重点工作尧重大项目推进进行再部署尧再
强调遥
会议强调袁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县的首要政治任务袁 各级党组
织要层层组织传达学习袁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热潮遥要精准领会把握大会深刻内涵曰精准领会
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曰 精准领
会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曰 精准
领会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安
排曰精准领会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遥
会议强调袁 推进十九大精神宣传宣讲全覆盖尧推
进脱贫攻坚督导检查全覆盖尧推进访贫问苦暖冬扶困
全覆盖是开展走基层野暖冬行动冶的总体要求和目标
任务袁到春节前要分三个阶段完成集中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尧蹲点督促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尧深入开展困难
群众暖冬帮扶行动野三大任务冶袁全县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袁牵头部门要参照州委的实施意见袁结合甘洛
实际袁即刻研究方案尧制定细则袁分工负责尧组织实施遥
会议强调袁全县上下一定要集中力量尧奋力而为袁
必须完成脱贫攻坚年度目标任务曰要打好党风廉政建
设社会满意度评价尧禁毒防艾尧生育秩序整治尧控辍保
学几场硬仗曰要全力抓好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整改曰要
着力解决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曰要抓
好县域经济年度统计工作袁确保年度完美收官遥

启动在线平台引擎
推进科技精准扶贫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甘洛县科技扶贫在线平
台自今年 4 月 30 日建成运行以来袁积极依靠科技扶
贫领导小组袁努力汇聚组织尧科技尧农牧尧教育等重要
力量袁通过开展宣传培训尧搭建交流平台尧签订目标
责任书尧强化服务指导等方式袁着力推进科技进村入
户遥建成由 102 名专家尧872 名信息员尧7 名平台分诊
员组成的科技扶贫队伍袁平台服务覆盖全县 28 个乡
镇尧227 个行政村尧15524 户贫困户袁 开展信息服务
301 次袁成功解决贫困农户技术需求 254 项袁在线平
台建设成效显著遥
在面向驻村干部尧 第一书记和农技员宣传的基
础上袁充分发挥教育联系千家万户的纽带作用袁组织
动员全县师生和村幼辅导员开展平台政策和功能宣
传袁共发放 1000 余张宣传海报尧3 万份宣传单袁让在
线平台知晓率做到了家喻户晓尧人人皆知遥
开展信息员尧专家业务培训会 6 次袁培训农牧尧
林业尧气象等县级科技专家和村干部 860 余人遥现场
讲解在线平台和手机 APP 操作流程及使用办法袁会
后通过专人服务指导和 QQ 群在线交流袁确保了每
个专家尧每个信息员都能熟练使用手机 APP袁报送
技术需求和开展技术咨询服务遥
在开展专家信息员培训的同时袁 县科技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与 227 个村签订了技术需求报送目标责
任书袁 在目标责任书上明确每村每个月至少报送 1
条以上的贫困户技术需求信息袁 积极完成平台宣传
推介任务遥
建立了信息员交流群尧专家交流群尧省内专家交
流群尧 甘洛县科技工作交流群等 4 个科技扶贫工作
QQ 群袁甘洛县科技工作交流群尧老科技工作者渊退
休老专家冤 交流群等 2 个微信工作群袁 搭建了信息
员尧专家与县平台管理员的工作交流平台袁推进了科
技扶贫政策宣传和工作交流遥
以蜀宣花牛新品种引进尧 林下柴胡种植等省州
科技扶贫项目为抓手袁推动项目专家尧野三区冶人才尧
科技特派员与企业尧专合社尧农牧部门签订产学研合
作协议袁着力开展科技成果引进和技术转化遥建成核
桃产业州级科技示范园区一个袁 村级科技扶贫驿站
6 个袁拟建核桃尧中药材尧畜牧等专家大院 10 个袁努
力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科技扶贫示范体系遥

全面实施河长制
扎实开展野清河行动冶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今年以来袁 甘洛县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尧省尧州决策部署袁强力推进河长制工
作落地落实袁 强化河湖管理保护袁 加快建设美丽甘
洛袁促进甘洛的天更蓝尧水更清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遥
甘洛及时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为组长袁 县长为副
组长袁 四大班子副县级以上领导为成员的甘洛县全
面落实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袁对县境内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 14 条河流设了县级河长和县级副
河长袁全县共设各级河长 460 名袁实现了各级河段长
全覆盖袁构建了完整的责任链条遥
开展了扎实尧有效的宣传活动袁达到了让群众了
解野河长制冶的目的遥印发了叶甘洛县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方案曳袁 明确了河长制工作的目标及水资源保
护尧水域岸线及采砂管理尧水污染防治尧水环境治理尧
水生态修复尧行政执法监管等六大工作任务遥扎实开
展野清河行动冶袁开展了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尧侵占
河道专项整治行动尧 工矿企业及工业聚集区水污染
及固废排放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尧 非法设置入河排污
口专项整治行动尧城镇生活污水专项整治行动尧农村
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专项整治行动尧 畜禽养殖污染
专项整治行动尧农业化学肥料尧农药零增长专项整治
行动尧渔业资源保护专项整治行动袁全县所有非法采
砂点尧砂石加工点 66 处已全部拆除完毕袁瀑布沟网
箱养殖拆除网箱 827 口遥
本版稿件由阿什此曲 汪福顺 四川经济日报
记者 尹华高 胡智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