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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阿克塞县委员会
【概况】 2019 年 ,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照省委十三届八次、九次、十次全会和市委四
届九次全会的决策部署，狠抓各项工作的部署、

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推进和落实。召开县委十五届八次全会，提出

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了在富民兴陇上争先进位、为酒泉建设省域副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

中心城市增光添彩的目标任务，出台七个方面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

25 项具体措施，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

质量发展要求，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围绕四大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转化为谋划工作、破解

基地建设和五个县争创，抓实稳增长、促改革、

难题、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转化为全县党员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县呈现

干部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修订县委工

宗教和谐、生态优质的良好态势。截至 2019

作规则，制定县委听取党委党组工作情况汇报

年底，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102290 万元，

办法，专题听取了人大、政府、政协、法院、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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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中共阿克塞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检察院等党组的工作汇报，及时审议重要事

增长 6%，第二产业增加值 31385 万元，下降

项。积极推进机构改革，在优化设置 41 个行

3.1%，第三产业增加值 62311 万元，增长 6.98%。

政机构、128 个事业单位和 5 支综合行政执法

严

增长 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593 万元，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8.4 ∶ 30.7 ∶ 60.9。按常住

队伍的基础上，成立和调整县委议事协调机构

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93844 元；固定

11 个，并召开领导小组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资产投资 199100 万元，增长 21.6%；一般公

切实加强对重大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

共预算收入 8588 万元，增长 7.24%；社会消

整体推进。加强和规范县委事业单位工作，推

费品零售总额 24816 万元，增长 7.2%；城乡

动老干部、党校、档案、信息等工作取得显著

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1477 元、29163 元，

成效。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指导工会、

增长 7.26% 和 8.38%；争取到位中央、省级各

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完成换届工作。全面抓实

类资金及实物 41500 万元，增长 50%，争取到

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自

位债券资金 10000 万元；财政总支出 86172 万

治县获得全省双拥模范县荣誉称号。坚持把中

元，增长 20.9%。

央和省市委开展的各类巡视督查作为“把脉问

【政治建设】 坚持从增强“四个意识”、

诊”和“健康体检”，全面认领反馈问题，成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

立整改落实小组，多次专题研究部署，认真制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

定工作方案，明确整改任务和责任清单，坚持

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按

从县委常委会自身抓起，带头落实整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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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率下动真碰硬，推动各类反馈问题整改有

龙腾仓储物流园、苏干湖服务区等项目开工建

序推进。至 2019 年底，中央和省市环保督察

设，历时 7 年建设的敦格铁路正式通车，圆了

反馈的 68 件问题，完成销号 53 件，整改完成

全县各族人民的通火车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率达 78%；国务院大督查反馈问题和意见 47

深入推进，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资金 3089

项，整改到位 45 项，整改完成率 96%；省委

万元。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实现动产抵押贷

第七巡视组反馈 7 个大类 16 个方面 47 个具体

款 1.5 亿元。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破题推进，

问题，整改到位 41 个，整改完成率 87.2%。

县宾馆实现市场化运营，盘活国有资产 227 万

【经济建设】

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

元。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全面完成。深化“放管服”
改革，推进线上“一网通办”，按时办结率均

靠后、支出缓慢的责任单位，引导各级各部门

达百分之百。加快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多

以“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方案和服务保障协议

证合一、一照一码”，政府、企业投资项目和

为抓手，持续在投资、工业、消费、支出等重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分别压缩至 120 天、50

点领域挖潜增效，不断稳固经济企稳向好基础。

天和 90 天以内，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完

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完成，制定出台设施养殖扶
持奖励办法，村企入股合作的现代标准化设施

善招商引资激励政策，积极参加 2019“开门
红”、绿公司年会、兰洽会等招商活动，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 9 个，实现到位资金 10.1 亿元，

复

养殖场实现利润分红 10 万元，“哈尔腾羊肉”

制

工作，坚持每月分析研究经济形势，约谈指标

完成有机认证及商标注册，“哈萨克马”完成

地理标识认证，全县天然草场牲畜出栏达 8.5

同比增长 8.4%。
【文化建设】

积极融入大敦煌文化旅游

经济圈建设，紧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

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包抓包挂责任，全县谋划储

闲情奇”旅游要素，编制完成《阿克塞县全域

备项目 587 个，实施重点项目 65 个，开工 57 个，

旅游发展规划》等规划。组建成立县文旅公司，

开工率达 87.6%，柳格国高敦煌至当金山口段

将 3 处景点、5 条越野徒步线路，以及县宾馆、

公路、敦格铁路电气化改造等 41 个续建项目

毡房文化园等可经营国有资产授权运营。博罗

加快建设，2018 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转井影视基地、阿克塞国家沙漠公园、多坝

苏露小镇等 16 个新建项目开工建设，争取各

沟大景区等旅游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民族风情

类资金 4.77 亿元，财政总支出达 8.5 亿元，拉

一条街等项目开工实施，推动核心景区提档升

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逐步提升。《当金山南

级。以哈萨克民族风情体验基地为品牌，组织

千万千瓦多能互补基地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

开展民族传统文化展示体验、文艺演出等入驻

动，8 个光热项目可研通过评审，正泰 49 兆

景区巡回展演。成功举办“阿克塞之鹰”丝路

瓦和江泰 35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具备开工条件，

骑射大学生邀请赛、“寻故阿克塞穿越多坝沟

全县风光发电量达 3 亿千瓦时，实现产值 2 亿

2019 全国商会精英徒步中国”、常态化赛马

元，同比增长 7.4%。大力开展企业纾困行动，

等文旅活动 80 场（次）。推动阿克塞民族歌舞、

恒亚水泥、兴安民爆、泰戈化工等产品产量达

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影视文化融入敦煌智慧

186 万吨，实现产值 4.15 亿元。工业园区至火

旅游大平台，采编完成《久违阿克塞》画册、

车站物流园区等 6 个城乡道路项目建成投运，

《诗意阿克塞》诗集、《速读阿克塞》读本、《行

严

禁

万头（只），设施养殖量达 3.2 万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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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阿克塞》游记、《印象阿克塞》等文宣作品，

别增长 6 个百分点和 23.5 个百分点。出台关

实现“一部手机游阿克塞”。对外宣介 5 条文

于加强全县卫生健康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化旅游精品线、5 条徒步线路、2 条汽车越野

见，酒泉市人民医院阿克塞分院挂牌成立，医

线路和 2 条自行车线路，深度融入大敦煌文化

生对口支援帮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十项便

旅游经济圈和甘青旅游大环线旅游线路。兑现

民服务承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政策落实落

《阿克塞县文化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办法》各项

细，成功处置“9·27”败血型鼠疫疫情。认

扶持政策，开展引客入阿优惠活动，全县接待

真落实人社、民政、医保、慈善、扶贫等领域

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39%、45%。开

惠民政策，残疾人康复中心、县殡仪馆等民生

展各类群众性文艺活动 100 场（次），组织文

工程进展顺利。

艺培训班 9 次，组建运动俱乐部 11 个。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取得明显成效，四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达到

博物馆开放日达 315 天。成立非遗保护中心和

国家二级标准，全县 11 条河流、2 个湖泊和 5

专项领导小组，制定《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座水库实现巡查管护全覆盖，13 个地表水（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开展非物质文化

下水）水质优良率达 100%，城市生活污水收

遗产传承活动 4 场次，建成非遗传习所 11 个，

集率、中水回用率均达 100%。石棉矿区“两

培养市级、县级非遗传承人 75 人。

方案、两环评”编制和评审工作顺利完成，石

复

【社会建设】

制

田野文物保护，新发现小城市遗址 5 座，全年

棉尾矿恢复与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资源

立 70 周年为主题，抓实意识形态、宣传思想、

综合利用基地获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批准。祁

道德建设、核心价值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深入推进，总投资 1.18

网络净化、融媒体中心建设等各项工作，正面

亿元的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工

宣传鼓劲成为主旋律。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工

程完成 75%，落实草原补奖资金 3972 万元，

作，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金山社区获

新增造林面积 1005 亩。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并受邀参加了国

行动深入开展，实施上泉河河道治理、污水处

庆观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度推进，先后对

理厂提标改造、供热互联互通、民族村道路硬

历年 344 起信访、刑事等案件逐一分析核查，

化绿化、居民小区改造提升等一批环境整治项

涉黑涉恶线索办结率达 100%。以争创全国平

目，城乡面貌持续改善。

严

禁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安先进县为抓手，围绕社会治安、应急救援、

【党的建设】

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

市场监管、信访维稳、人民调解等重点领域，

记使命”主题教育，县委常委会发挥引领示

全力抓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自治县获得全国

范作用，带动全县 91 个党组织、1860 名党员

信访工作“三无县”荣誉称号。招录公务员和

分级分类开展学习教育，覆盖率、参与率均达

事业干部 75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80 万元。

100%。聚焦初心使命，通过组织全县广大党

第二幼儿园开园招生，县中学综合教学楼开工

员干部学习建县史、铁人精神和红西路军精神，

建设，县幼儿园节能改造完工。印发关于深化

深刻反思“入党为什么、现在干什么、身后留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班主任津

什么”，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更加牢固。聚焦

贴全面落实，高考一本、二本上线率较上年分

问题整改，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形成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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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篇，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436 条，查摆

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倒逼全

各类问题 357 条，分项制定 11 个专项整治方案，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有效落实。

为身边群众办实事好事 1020 件，推动主题教

中国共产党阿克塞县委员会
领导名录（2019 年度）

育走深走实。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从严
从实要求落到管党治党全过程，推动党的建设
提质增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严格规
范“三会一课”等党内生活制度，党员干部政

张金荣

治自觉性明显增强。持续抓好习近平总书记最

哈里别克 县委副书记、县长

新重要讲话精神的跟进学习、宣传阐释和专题

张跃峰

县委副书记（至 2019 年 1 月）

研讨，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切实用以武装头脑、

田国强

县委副书记（2019 年 4 月起）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打造好干部队伍，

夏成明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

建立健全严管厚爱机制，完善干部人才选育制
雪

分类指导、分领域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基层党

莲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制

度，选人用人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坚持以提
升组织力为重点，以党支部建设标准化为抓手，

县委书记

张剑雨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马合苏提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进忠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监督问责，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通过集

宏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作风建设年活

亓建东

县委常委、武装部政治委员

动、发挥巡察政治监督职能等方式，严肃查处

王小林

县委常委、武装部政治委员

禁

复

组织活力明显增强。严明纪律规矩，强化执纪

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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