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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阳县 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9年7月29日在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赵效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报告我县 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9 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三大

攻坚战”为主战场，团结一心、克难攻坚，全县经济社会呈

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

一是主要指标稳中有进。上半年，全县 GDP 初步核算完

成 65.47 亿元，同比增长 7.9%，全市排名第 5；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幅 9.5%，全市排名第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1.5%，全市排名第 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5.00 亿元，

同比增长 6.0%，全市排名第 3；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36.67 亿元，同比增长 12.4%，全市排名第 1；外贸出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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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亿元，同比增长 86.4%，全市排名第 3；城镇和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现 12950 元、6115 元，同比增

长 9.91%、9.24%，全市分别排第 3、第 4。

二是“三抓一优”成效明显。全县全年计划实施重点项

目 319 个，总投资 457 亿元，上半年已开工建设 260 个，开

工率 82%，众盼医用食品包装、雷竹产业综合开发示范等等

20 个省市重点项目高位推进，全鸿塑业、鑫瑞科技等 52 个

新建项目建成投产。第二季度，全市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名列

第三，收到表彰。至目前共争取 2019 年中央和省预算内项

目 16 个、资金 1.3 亿元，比去年全年增加 5500 万元，争取

份额全市前列。招商引资共引进各类项目 56 个，合同引进

资金98.048亿元，到位资金50.13亿元，引进省外资金40.31

亿元，亿元以上项目达 11 个。稳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改革，构建政务服务“一张网”，实行“多证合一”、“一

窗办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诚信意识和信

用环境得到改善。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实现企业开办 5

个部门 1 窗受理 3 天办结的“513 模式”；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截至目前减税降费 4352 万元。

三是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加大谋划力度，按照中央和省

市战略部署，出台《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见》，

制定《崇阳县美丽乡村建设五年推进规划（2019-2023 年）》。

充分挖掘乡土文化，白霓镇回头岭村的曾家古民居和王世杰

故居成功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崇阳县提琴戏列入国家级

非遗名录。深入开展“千企帮千村”活动，扶贫结对帮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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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达到 100 家。扎实推进“三乡工程”，招引能人回乡投资

创业，新办农业实体企业 48 家，村级扶贫车间 32 个，创办

特色农业园区 2 个，总投资达 13.2 亿元，吸纳农民就业 1.57

万人。目前已经打造了浪口片区、坳上片区等美丽乡村亮点

工程，年初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绩突

出县”。

四是基础建设步伐加快。实施大交通重点项目 27 个，

上半年完成投资 7.5 亿元；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美丽农

村路、公路安全生命防护“455”工程等 400 公里，“四好

农村路”建设在全省作交流发言。实施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

溉项目，建设高标准农田 5.6 万亩。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

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城市天然气项目已完成城区市政中

压管道铺设 2.4 千米，小区入户安装 1100 余户；青山引水

复线工程全线竣工，即将投入使用。“五个三”重大生态工

程建设扎实推进，完成精准灭荒 7.41 万亩，“厕所革命”

进入全面验收阶段，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到 95%以上，

乡镇生活污水项目、垃圾中转站和配套设备全部建成投入使

用，静脉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深入开展“五线五治”百日

攻坚行动，共投入资金 1.09 亿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五是民生事业持续改善。市场物价总体稳定，全县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101.7%，控制在年度计划 103.5%目标以内。

进一步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紧盯 21 户 73 人存量贫困人口

脱贫，对中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和“两不愁、三保障”

排查的突出问题认真进行整改销号。不断完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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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092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1.79%；共发放各项救助资金 5000 万元，救助 4.2 万人次。

精神病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和殡仪馆改扩建等民生项目

相继开工。文旅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崇阳县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顺利通过了评审。大力推进教育提升工程，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联校网教”经验做法进入北京大学

讲堂。落实医疗卫生保障，公立医院改革纵深推进，全民

卫生与健康工作有序开展，投资 5000 万元的中医院门急诊

楼项目即将完工。市场监管不断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零事故”。安全生产态势平

稳，除交通安全事故外，全县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死亡事

故。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侦办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 1起，打掉 1个涉恶犯罪集团和 29 个犯罪团伙，

侦破九类涉恶刑事案件 56 起，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一

感两度两率”测评上半年全市第一。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主要经

济指标呈总体平稳、稳中向好趋势，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

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经济指标完成压力大。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影

响，部分指标完成全年预期难度大。上半年，全国 GDP 增速

仅 6.3%，低于同期 0.5 个百分点，整体经济放缓趋势明显。

我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等指标增速虽高于全国、全省水平，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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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值较高，完成全年目标难度大。

二是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特色化、

现代化化程度不高，经济效益较低；工业以传统产业为主，

高科技含量少，附加值较低，企业总体缺乏技术及品牌支撑；

服务业发展迟缓，产业结构不优，难以实现我县高质量发展

的各项指标。

三是项目建设还需发力。一是项目谋划质量不高，重大

项目谋划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不够，宽视野、高起点、

大手笔谋划一批支撑我县未来发展的项目不足，已入库项目

体现“重和大”不够；二是项目带动作用不高，主要表现在

大项目和大企业支撑力不强，经济稳增长的基础性不够牢，

高新技术产业总量偏小，占比偏低，影响动能转换不够快，

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尚未形成深度融

合，项目集聚效应和带动力不够。三是招商引资虽然取得一

定成绩，但是缺乏带动、补链的大项目、好项目。

三、下半年工作措施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始终坚持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一）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1.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抢抓农业“两区”建设契机，突

出特色产业，培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抓好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延伸产业链条；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抓好产

业基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头企业 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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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防范市场风险能力。

2.加快发展工业经济。加大园区建设的力度，培育壮大

“四大百亿产业”集群；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解决制约工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继续利用好“中小企业周

转资金”和“金信担保”两个平台，服务好企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工业发展后劲，推进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完成全年新增

规模企业 12 家。

3.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现代服务业新领域，

推进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立足丰富的山水资源，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大力发展新电商物流产业。

（二）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1.积极推进项目建设。一是抓项目谋划，按省市发改部

门部署要求，积极谋划 2020 年中央预算内项目，启动“十

四五”重大项目谋划，定时定项定向。二是抓项目储备，按

照“十四五”期间投资总量 3600 亿元目标，将更多大项目、

好项目纳入“四库”管理，为项目建设提供新动能；三是抓

项目推进，按照县项目提速年的各项目标要求，持续推进省

市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重大项目接续有序落地见效。

2.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做好策划推介，重点针对模具产

业、生物医药、新材料、食品饮料等产业进行招商推介；积

极对接洽谈稳健医疗用品产业园、燃具产业园、绿色光电产

业园等产业项目，实施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招商。

3.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

经济开发区区域性统一评价；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多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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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加强政府采购、政府担保、政府贷款等方面的信用建设；

强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实优化营商环境问责

机制。

（三）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1.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

兴，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循环发展；坚持产业优

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争创全市全省“城乡融合和

乡村振兴先行县”；抓好“两堂”整治工作，持续开展“1+3”

乡村治理模式；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积极开展乡村文明

行动。

2.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建好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和 106 国道经

济带，加快推进天城至石城公路等 20 个重点交通项目，形

成“三环三横四纵五联”的交通路网格局，加快城乡一体步

伐。

（四）坚持绿色发展，不断优化生态环境

1.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抢抓长江经济带、“五个三

重大生态工程”、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等政策机遇，统筹推进

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积极争创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县，着力

提升生态优势。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五线五治”提升行

动，争创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

2.加快推进节能减排。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

放项目落地；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确保单位 GDP 能耗降

幅、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硬性约束要求；加快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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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和推广。

（五）坚持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1.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稳定增加居民收入，提

供更多优质产品，创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按照“四个不变”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实施十大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

程，真正实现“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目标。

2.全面发展社会事业。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对乡村薄弱学

校辐射面，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扎实

推进城南、城东寄宿学校等民办教育工程；以推进健康崇阳

建设为主线，加大公立医院建设投入力度，支持崇阳颐和医

院、精神病专科医院等社会力量办医，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体

系建设；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为新的起

点，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加强城乡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覆盖面，落实好创业就业扶持政策，确保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 2.4%以内；规范社会救助和城乡低保工作，健全

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保护、残疾人“两项”补贴机制；

以深挖根治为重点纵深掘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建设平

安崇阳；扎实开展“七五”普法，深入推进“法律七进”和

基层法治示范创建；持续抓好社会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市

场监管等各项工作，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

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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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

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以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