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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 勇立潮头担当新使命
县

砥砺前行开启新征程

县城新貌

现代化园区

回首过去五年，隰县广大党员领导干
部团结带领群众攻坚克难、艰苦创业、砥砺
奋进、阔步前行，隰县发生的变化有目共
睹，
令人振奋。
这五年，是隰县决战完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隰县的决胜阶段，是隰县发展
进程中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五年。五年
来，隰县县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
全面落实省委、
市委安排部署，
大力实施
“1243”
工作方略，
较好地完成了确定的目标
任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
其是脱贫攻坚如期高质量兑现
“军令状”
，
始
终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
先后荣获全国第二
批全域旅游示范县、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等称
号，
成功获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全国光伏扶贫现场座谈
会、
电商精准扶贫示范班经验交流会及全省
三北防护林 40 周年现场推进会、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建设现场会、
“四好农村路”
建设现
场会等相继在隰县召开。
这五年，是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综合实
力明显提升的五年。隰县始终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
作的领导，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增长。2020 年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0.26 亿元，是 2015
年的 1.53 倍，年均增长 8.9%；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10141 万元，是 2015 年的 1.25
倍，年均增长 4.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完成 26361 元，是 2015 年的 1.32 倍，年
均增长 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
成 8552 元，是 2015 年的 1.8 倍，年均增长
12.4%，
增速连续七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这五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完胜、解决绝

县委书记李亚丽，
县委书记李亚丽
，县委副书记
县委副书记、
、县长梁少杰带领观摩团一行深入乡镇
县长梁少杰带领观摩团一行深入乡镇，
，对全县
重点工作进行现场观摩。
重点工作进行现场观摩。
对贫困问题的五年。隰县坚持把打赢脱贫
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建立健全“党政
主责、干部主抓、基层主推、社会主扶”帮扶
体系，先后开展动态调整 18 次，确保识真
贫、扶真贫、脱真贫；坚持“六个一起抓”，累
计投入各级各类涉农资金 30.5 亿元，教育
扶贫惠及 3.2 万人次贫困生，兜底保障 4692
名贫困人口，县内贫困患者住院自付比例
控制在 10%以内，生态扶贫带动贫困户 2
万余人次增收，消费扶贫助贫销售 7 亿元，
就业扶贫带动 26355 人次转移就业，全县
行政村实现标准化卫生室、住房安全、饮水
安全、通客车、通动力电、宽带网络、文化活
动场所 7 个 100%全覆盖，健康扶贫受到国

家卫健委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通报表扬，
电商扶贫受到国务院扶贫办表彰，电子商
务进农村领导组办公室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荣誉；走出了“1+N”产业扶贫带
贫新路径，构建起梨果产业八个利益联结
机制，探索推广“善品公社”、内置金融、
“龙
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基地+农户”
、
“村集
体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基地+农户”为主的
四种带贫益贫模式，实现了四个 80%，贫困
户 人 均 收 入 由 2015 年 的 2073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的 8500 元，年均增长 55.41%；集中
精锐力量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累计选派
1049 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和广大乡村干
部奋战在扶贫一线，全县 79 个贫困村 7094
户 20062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消
除了隰县的绝对贫困问题。
这五年，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发展动
能不断厚植的五年。梨果产业提质增效。以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牵引，推动梨
果产业由传统种植向标准化、智慧化、数字
化、全产业链方向发展，建设 7.5 万亩高标
准农田和 3700 亩智慧果园，建成 10 万亩标
准化示范园和 3 万亩高产高效密植梨园，
果园亩均效益提高 30%以上，玉露香梨入
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 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品牌价值达到 87.43 亿元，引进培
育梨果上下游企业 70 余家，全县梨果总面
积发展到 38 万亩，其中玉露香梨面积由
2015 年 的 16 万 亩 发 展 到 2020 年的 23 万
亩，规模、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种子基金项目和银政园区贷典
型经验做法得到农业农村部高度评价，并
在中农网和国家农业农村部官网全文刊
发。隰县梨果产业已经形成现代农业产业

雏形、一县一品基本形成。项目建设强势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成功获批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区，2020 年示范区主要经
济指标在全省农业类示范区考核中进入第
一方阵。2016 年以来共实施总投资 480.42
亿元的重点项目 373 个，
全县规上企业实现
“零”突破达到 5 家，结束了 8 年没有规上企
业的历史。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通过省级初验。
这五年，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城乡面
貌显著改善的五年。宜居城市功能日臻完
善。编制完成县城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实现控规全覆盖。累计投资 1 亿余元，
实施城市道路、垃圾转运站和供水、供气、
供热、污水配套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26 个，城镇化率由“十二五”末的 57%
提高到 65%，污水处理率由“十二五”末的
84.9%提高到 100%，城区集中供热覆盖率
由“十二五”末的 69.89%提高到 93%。荣获
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先进县和卫生县城称
号。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实施水利
建设项目 43 个，农村引水上塬覆盖率达到
39.5%，初步走出了十年九旱的历史困境；
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共建设农村
公路 371.2 公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坚持
每年造林 10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2015 年的
29.75%提高到 2020 年的 34.29%，绿色生态
发展底色更加靓丽。
这五年，是民生领域投入最大、群众得
到实惠最多的五年。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坚
持把 70%以上公共财力用于民生实事，大
力实施“教育强县”战略，教育事业实现历
史性根本转变；投入 2.56 亿元，新建改造新
医院和 1 个乡镇卫生院、55 个村卫生室，新
医院成为西山县标准化的二级甲等医院，
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千
方百计巩固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全民
参保计划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同时，宣传
文化更加繁荣发展，社会发展更加和谐稳
定，寨子乡中桑峨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
称号。
这五年，是从严治党全面推进、政治生
态持续向好的五年。思想理论武装更加深
入；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明显增强；作风建设
持续深化；反腐倡廉纵深推进；常委会自身
建设更加规范；全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得到进一步巩固，领导发展、驾驭全局、把
握方向的能力不断增强。
新使命催人奋进，新征程任重道远。
隰县县委、县政府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在 省
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奋斗者的姿态、
奋斗者的雄心、奋斗者的毅力，勇立潮头
担当新使命，砥砺前行开启新征程，为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夺
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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