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砥砺奋进 新时代振兴力量 朝阳

“161”开放平台汇聚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朝阳全力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暨“161”工程，用开放
促发展，通过全方位开放，包括一二三产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开放，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推动朝阳发展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经济总量小、
民营经济弱、国有企业弱、产
业结构极不合理成为朝阳发
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痛点。
为此，朝阳市明确提出：用开
放促民生、促就业，在开放中
增强保障和改善民生能力；
用开放促改革，在开放合作中
破除陈旧体制机制束缚；用
开放促进干部思想解放和观
念转变，用新思维、新理念、新
办法推动朝阳不断前进，开创
了朝阳对外开放历史性的新
局面。

在开放合作的带动下，经
过不懈努力，朝阳经济运行稳
中有进、稳中有升，已经形成
了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朝
阳、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朝
阳、一批产业项目竣工投产、一
批工业产业集群初具雏形、一
批中小企业落户朝阳的“五个
一批”发展格局。

自 2015年以来，全市平均
每年实施 5000 万元以上建设

项目 200 个以上，并且呈现逐
年递增的可喜势头。今年 1
月至 7 月，新引进京津冀项目
316 个，开工在建达到 536 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74 个、5
亿元以上项目 50 个、10 亿元
以上项目 27 个，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引进建设了通美
晶体新材料、德众科创机器
人、众达精密机械、航天阳光
光纤等高新科技产业项目。
目前，全市已形成汽车及零
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
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
群 21 个。

2019 年上半年，朝阳市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增
速位列全省第 5。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9.1%，增幅全
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15%，增速列全省第二。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工业用电量等
各项指标增速均进入全省前
三，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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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领导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波澜壮阔的七十载发展历程同频共振，
砥砺奋进的朝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谱写出日新月异的发展篇章。近年
来，朝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尤其是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安排，以补齐开放合作短板为突破
口和“牛鼻子”，推动朝阳高质量发展，开
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牢牢把握朝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东北面临的
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
构、经济结构问题，并深刻指出东北振兴
存在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想
观念“四个短板”，强调要做好“六项重点
工作”。朝阳市紧密结合实际，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
委“1＋8”系列文件精神及振兴辽宁三年
行动计划，准确把握当前发展阶段性特
征，对标新发展理念要求，明确以补齐开
放合作短板为突破口和“牛鼻子”，实施

“161”工程，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全市高
质量发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力争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过千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过百亿，确保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思路决定出路、措施生成实效。今
年 1月至 7月，朝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位列全省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全省第一，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工业用电量增速均列全省第
三。我们从骨子里认识到，始终让朝阳
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必须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从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中找出路、找办法、找答案；必须紧密
结合实际抓落实，说好朝阳的话、办好
朝阳的事，用发展的生动实践践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项目为中心、以项目为王，全力
实施“161”工程，为朝阳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61”工程是朝阳结合实际，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
践，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综合举措，其核心就是抓开
放、抓创新、抓项目。“1”即优化营商环
境；“6”即京津冀招商引资、“飞地经
济”发展、老企业转型升级暨对外合资
合作、创新驱动暨大学进园区进企业、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现代物流和
文化旅游业发展六项工作；“1”即以 7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为龙头的开放合作
平台。

几年来，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强力
推进“161”工程，以项目为中心、以项
目为王，书记市长带头抓、领导干部共
同抓、市县乡村四级一起抓，政府各部
门全员投入、党委各部门全力服务、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参与，形成了
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抓开放、抓招商、抓
项目的生动局面，推动朝阳对外开放
和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京津冀为
主攻方向招商引资取得重大进展，今
年 1 月至 7 月，新引进京津冀项目 316
个，开工在建达到 536 个，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 174 个、5 亿元以上项目 50 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 27 个，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电子科技、新材料、新能
源等 21 个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分灶吃饭”和“飞地经济”发展催动乡
镇成为朝阳抓招商、抓项目、抓发展的
主力军，今年 1 月至 7 月，全市乡镇财
政收入增长 20.6%；累计引进“飞地项
目”445 个，其中落地开工 295 个。坚
持一手抓增量、一手抓盘活，193 家老
企业通过对外合资合作实施转型升级
项目 199 个，269 家企业与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等 100 所科研院校合作转化
科技成果 243 项。营商环境在改革创
新中不断优化，年内所有政务服务事
项将取消下放 80%以上、审批事项前
置要件将压减 60%以上；市场主体年
均增长16%以上。

现在的朝阳，处处可见塔吊林立，
建设的项目越来越多、体量越来越大、
质量越来越好，形成了“大项目顶天立
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可喜势头。我
们从骨子里认识到，推进朝阳全面振兴

发展，必须把开放合作战略作为朝阳第
一位的战略，用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
民生、促稳定、促干部思想解放和作风
转变；必须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
重，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用良
好的政策环境、人才环境、法治环境打
造投资洼地。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让全市人
民共享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老百姓的
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朝阳是全省
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朝阳的首要民
生工程、最大民生任务。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全面落实“两不愁三
保障”要求，狠抓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就业扶贫等十大扶贫举措，
2016年以来，累计脱贫 15.2万人，贫困
发生率由 2015 年年底的 6.9%下降到
1.7%，贫困群众满意度上升到 98.3%。
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向全省承诺，2020
年朝阳必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
朝阳稳中求进的基础，强化底线思维，
紧盯八大领域，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全力
抓实社会矛盾化解、综合治理等重点任
务，尤其强化“1+5”领导体制和“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推进信访工作，朝阳大
局始终和谐稳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为牵动，50万平方米拆违建绿、
27公里环城生态绿廊、100个美丽乡村
试点等生态工程扎实推进，森林覆盖率
达到 48.6%，生态朝阳、绿色朝阳建设
向前迈出坚实一步。

为民服务守初心，一枝一叶总关
情。我们从骨子里认识到，推进朝阳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必须始终坚持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全
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真事，让
340万朝阳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为朝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
坚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

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
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我们始终把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作为朝阳一切向好的前提和基
础，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紧紧围绕
中心抓党建，坚决防止“两层皮”。扎实
推进系列学习教育，及早动手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四
个对照”抓好“8+2”专项整治，用解决
问题的实际成效推动朝阳振兴发展。
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面加
强意识形态阵地特别是互联网管理，大
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
权、管理权、话语权。坚决落实总书记
提出的好干部标准和“四靠四让”要求，
实行“实绩突出的提拔一批、成效明显
的表彰一批、表现一般的约谈一批、工
作不力的调整一批、失职渎职的查处一
批”，坚持在一线培养锻炼干部、从一线
提拔使用干部，树立了鲜明正确用人导
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
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保持
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

当前，朝阳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向好
转变，全市上下满怀信心、满怀激情、干
劲十足、争先创优。我们从骨子里认识
到，推进朝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必
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
持和完善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勇于自
我革命，“严”字当头、一抓到底，激励各
级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进入新时代，必须有新气象、新形
象；举步新征程，必须有新担当、新作
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坚
决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决策部
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
排，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
全力铸就朝阳
全 面 振 兴 、
全方位振
兴 的 新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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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

自2016年以来，朝阳市委、市政府把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全市必须完成的重
大政治任务，作为朝阳当前最大最根本的民生任务，举全市之力强力推进。

一直以来，朝阳市贫困人口多、贫困程
度深、脱贫条件差，到 2015 年年底，全市 5
个县都是省级贫困县，占全省1/3；省、市两
级贫困村 662 个；贫困人口共有 8.2 万户、
17.16万人，占全省1/5。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朝阳以“两不愁三
保障”为目标，以产业扶贫为重点，实施健
康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十大扶贫举

措，全力推进叠加式扶贫。截至2018年年
底，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3742个，项目叠
加率达到187%，即每户贫困户平均覆盖近
两个项目。全市有6万贫困户、12万贫困人
口被纳入产业扶贫链条。截至 2018 年年
底，朝阳全市共完成了4个贫困县摘帽、565
个贫困村销号、15.2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发生率由2015年底的6.9%下降到1.7%。

城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年来，朝阳市加快生态建设步伐，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朝阳市通过建设“生态朝阳、宜居朝阳、美丽朝阳”，城乡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近年来，朝阳市在抓好三北造林、退耕
还林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同时，先后组织实
施了辽西北边界防护林工程、33万公顷荒
山绿化工程等一系列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
程，有效增加了森林资源总量，提高了森林
生态体系质量，城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已
成为京津冀重要生态屏障。

目前，朝阳全市森林面积达到96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为48.6%；各级自然保护区

（小区）19 处，面积 19 万公顷，数量和面积

均为全省第一；全市有森林公园5个、湿地
公园6个、重要湿地3处。2017年10月底，
朝阳市向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申请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并获得批准。通过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朝阳市坚持绿色为主、综
合施策、城乡联动，进一步增加了森林总
量，逐步构建起科学合理的森林生态系统，
把朝阳建设成为天蓝地绿水净山青、生态
系统完善、城区绿化成网、郊区森林环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