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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街道社区与驻区

单位共建共治，用好用活多方资源，更好地

服务群众，让党建力量“沉下去”，基层治理

“活起来”……近年来，兰州市持续强化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打造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

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体系，

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

能力水平，让城市基层党建基层治理更有温

度，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提质增效、提档

升级。

根据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进程不断推

进、人口加速向市区集聚的实际，兰州市坚

持四级联动，推动责任到底、改革到位。市

级层面，确定城市基层党建 16项重点任务、

64 条具体措施，制定城市基层党建重点任

务、融合共建、网格党建“三张导图”，以标准

化建设推动工作走深走实；区县党委建立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按重

点任务责任清单实施月调度、季通报，跟进

督促指导，解决突出问题。街道以赋权、扩

能、减负为目标，明确街道 8 项职能，赋予 4

项权力，让街道党组织聚焦主责主业，统筹

协调辖区各领域党建工作。社区全面清理

各职能部门要求社区出具的各类证

明，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达标、考核

评比和示范创建活动项目，确保社

区党组织有足够精力兜底管理辖区

内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同时，完善组织联结，深入推

行“兼职委员制”，全市 53个街道

全部成立“大工委”，426个社区

全部成立“大党委”，吸收驻区

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

组织党组织负责人为兼职委员

并建立退出和增补机制。健全

完善街道党建联席会议制度，辖

区单位党组织轮流担任联席会

议牵头单位，每季度组织召开联

席会议，会商决定区域内重大事项。

通过促进资源共享，吸纳各级

机关企事业单位 1303 个基层党组

织与所在街道社区开展共驻共建，

签订共驻共建协议 4616 份，建立资

源、需求、项目清单，最大限度调动各

类行政、社会、市场资源，形成共驻共建

共享的强大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

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改革开放有序推

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全力以赴克“难点”。作为全国脱贫任务最重的省份，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坚持靶心不偏、焦

点不散，贯彻精准方略，举全省之力，全力以赴抓扶贫、齐心协力

促脱贫，以“两州一县”和18个省定深度贫困县为重点，552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262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75

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涉藏州县实现整体脱贫，实现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地区面貌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

精准施策强“重点”。作为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打造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生态战略平台，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摆在重中之重位置，

构筑了生态安全、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三大体系，以十大生态产

业为总抓手，推进“四屏一廊”建设，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

大见成效”，污染防治三年攻坚行动如期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

改革创新增“亮点”。作为国家在西部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

地，加大加快有色、冶金、化工等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培育培

植先进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

产业格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内外兼顾、陆海

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逐渐形成，兰州新区、循

环经济示范区、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平台带动作用凸显，

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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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架豆王种植时节。甘

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磐安镇西坪村

党支部书记郭一波正奔走在田间

地头，察看农户铺设地膜情况。

2018 年 8 月，郭一波到村任职之

后，通过走访党员群众、深入村

组调研，全面掌握了村两委班

子软弱涣散、领导核心作用发

挥不明显等制约村级发展的

问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后，郭一波狠抓党组织队伍

建设，强化党组织示范引

领作用，以党建工作推动

各项工作发展。

郭一波结合本村实

情对症下药，将原本有

产业基础的架豆王种

植 作 为 全 村 主 导 产

业；他带领村干部深

入田间地头、进村入

户，向群众宣传架

豆 王 种 植 的 经 济

效益，引领群众解

放思想。如今，

西坪村的架豆王种植面积已达 260亩，如何继

续扩大种植规模、增加附加值是郭一波正在思

考的问题。

2018 年，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大柳树村

党支部也被确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结合全县

村干部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大柳树村推选

了新的党支部书记，村班子整体队伍结构得到

了明显优化。现在的大柳树村理清、盘活了现

有资产，以党员分类管理和“四抓两整治”工作

为主要抓手，通过村干部队伍选优配强、发展

思路明确清晰，村民收入可观。

近年来，天水市主动对接新形势新任务对

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结合农村实际，聚

焦队伍现状，创新思路谋划，大胆探索实践，通

过村党组织书记和大学生村文书两个“专职

化”建设，下大气力解决村干部能力偏弱、村级

班子整体不强的问题，2018年至 2019年，通过

内选、外引、下派等方式调整优化村党组织书

记 1086名，公开选聘大学生村文书 2491名，全

部到岗开展工作。2020 年为剩余的村公开选

聘大学生村文书 1399 名，实现了“全覆盖”优

化提升；村级班子结构明显优化，村干部队伍

的整体活力持续增强，有效夯实了巩固脱贫攻

坚成效、促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十二五’末的 6557 亿元增加到

9017 亿元，年均增长 5.5%。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5 年的 23767 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 33822元……”这份甘肃沉甸甸的发展报告背后，是甘肃各

族干部群众负重自强、顽强拼搏的真实写照。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产业加速发

展、能源产业亮点频现、交通网络加快构建……经过不懈努

力，甘肃总体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迈出建设幸福美

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坚实步伐，阔步走向高质量

发展的征途。

绿色产业加速发展

穿行在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太平村千亩马铃薯智能水

肥一体化示范区进行技术指导，是安定区农技中心副主任、推

广研究员安磊每天的工作。“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与传统种植

相比，不仅节水节肥，还能减少扬尘、减少农药化肥在土壤中

的残留，生态环保意义重大！”安磊说，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不

仅绿色环保，而且每亩增产率达到70.4%。示范面积1100亩的

太平村千亩马铃薯智能水肥一体化示范区项目，是甘肃省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甘肃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着力推进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动力结构转型升级；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稳定在

1200万吨以上；现代丝路寒旱农业蓬勃发展；以“牛羊菜果薯

药”为代表的优势特色产业种养规模不断扩大；“厚道甘肃·地

道甘味”美誉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甘肃加快传统产业

“三化”改造步伐，谋划实施了 240个总投资 524亿元的重点项

目，有力推动了石化、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省内传统优势产

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部署实施了“上云用数

赋智”专项行动，积极建设甘肃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分别达到 10.9%和 5.7%，高新技术企业由 319 户增加到

1229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1%。

此外，甘肃还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把发展十大生态产业作

为转方式调结构、发展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旧动能、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五篇文章”一起做的总

抓手，制定出台《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的

决定》《甘肃省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和十大生态产业

专项行动计划，梳理形成完善的十大生态产业政策汇编，搭建

起“1+1+10+X”的政策框架体系，设立生态产业发展基金，加

大重大标志性工程推进实施力度，十大生态产业呈现出全面

发力、多点开花、纵深推进的发展态势。

多种能源亮点频现

5 月上旬，甘肃省首个大规模清洁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的送端站——±800 千伏祁连换流站年度检修工作完

成。祁连换流站是祁韶直流输电工程的送端换流站，承担着

西电东送、清洁能源输送的重要使命，能够及时有效输送西部

地区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有效缓解华中地区供需

紧张形势，实现了清洁能源大规模、远距离

输送，为国家电力公司“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顺利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能源结构

升级，非化石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

升。截至 2020 年底，全省风电装机

1373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982 万千

瓦；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省总发电量的

21.2%。跨省区外送电量连年增长，随

着酒泉至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建成投运，甘肃电网实现了从

330 千伏到 750 千伏的跨越升级；2020

年全年外送电量 520亿千瓦时，其中新

能源占比 28%，为全国能源结构调整和

大气污染防治作出了贡献。

同时，甘肃油气勘探开发也取得重

大突破，陇东地区勘探发现首个大气田

和储量 10亿吨级的大油田，新增天然气

探明储量 318.86 亿立方米，石油探明储

量 3.58 亿吨。原油天然气产量稳步增

长，2020 年全省原油产量达 940万吨，天

然气产量达 4 亿立方米。另外，甘肃已

提前完成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两率一户”指标任务，全省大电网

延伸范围内已全面实现户户通电、村

村 通 动 力 电 ，建 成 光 伏 扶 贫 项 目

127.6 万千瓦，共计受益 3896 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 18.92 万建档立卡贫困

户，能源扶贫成效十分显著。

交通网络加快构建

时下，在2020年9月开工建设

的兰州至合作铁路项目工程甘青

隧道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兰州至合

作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兰州（西宁）至广州高铁通道的起

始路段，是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重要

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国家加快“一带

一路”建设、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要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与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期间，甘肃全省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体系加快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网络覆盖面加速扩大、运输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通道和枢

纽作用有效发挥。截至2020年底，全省公

路网总里程达15.6万公里，其中高速及一级

公路突破6000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达到近

1.7万公里，农村公路达到19.2万公里。

随着宝兰高铁、银西高铁建成投运，兰

渝铁路、敦格铁路、敦煌铁路提速改造工程、

兰州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相继开通运

营。截至2020年底，全省铁路营业里程共5467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1425公里；铁路网密度达

128.4公里/万平方公里。

目前，陇南成县机场、张掖丹霞通用机场建成，

敦煌机场扩建工程完工，中川机场三期扩建项目开工

建设，天水军民合用机场迁建项目获批启动实验段建设。截

至 2020 年底，全省通航干支线机场达到 9 个，较 2011 年底增

加 2个；新增通用机场 1个，实现“零”的突破。累计执飞客运

航线252条，货运航线10条，通航城市123座。

图① 张掖市高台县辣椒喜获丰收，村民

正在抓紧晾晒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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