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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八届人大

三次会议文件

关于淮安市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在淮安市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黄克清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全市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全市上下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全

面贯彻中央、省和市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

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动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实现了高质量起点上的新发展。

对照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四大类１６项指标２９个子项指标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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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２个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其中制造业注册外资实

际到账、制造业注册外资实际到账占注册外资实际到账比例、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４个指标完成目

标任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工业投资、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等７个指标超过预期目标值

７２、８１、３、１５、０６、０８、６个百分点；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超过预期目标０６件。地区生产总值、研发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科技进步贡献率等３个指标较好实现目标任务，分别略低于预

期目标值１、０１４、１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注册外资实际到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等

４个指标完成情况与人代会目标要求有一定差距，分别低于预

期目标值３３、１５、１５、４８个百分点。生态环保类７个指标和

城镇登记失业率、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完成

省定任务或达到控制目标。总体上较好地完成了市八届人大二

次会议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一）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区

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６０１３亿元、增长６５％，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４７％；预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２５０亿

元、增长９％；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达到６２％；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 （ＣＰＩ）预计控制在１０２３％左右；生态环保类指标预计

完成省定目标。二是有效投入持续扩大。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预计增长９％，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投资预计增长１２％；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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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１３４２亿元，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１５４个，新竣工设备投资超千万元项目１０７个；实施投资超５０００

万元服务业项目２００个；新竣工投资超亿元农业项目３０个。三

是综合发展效益稳步提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９５％、达到２７６９６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６％、达

到３５８２８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３％、达到１７０５８

元，规上企业利润增长９２％，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７３亿

元、增长７２％，实现居民、企业、政府 “三个口袋”同步增

长。同时，积极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系统化解决政府性债务问

题，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二）重大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一是扎实推进 “一区两带”

建设。完成江淮生态经济区、大运河文化带基础研究报告，积

极参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江淮生态经济区规

划编制工作，大量 “淮安元素”纳入国家和省规划。启动编制

生态文旅水城规划，修编主体功能区实施规划。我市首提首推

的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正式上升为国

家发展战略，填补了淮安长期没有国家战略直接覆盖的空白。

打造淮河生态经济带航空货运枢纽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建立

省市联动推进机制，规划编制、合作伙伴招引等各项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二是加快融入沿海大开发。实质性参与省沿海发展

联合会运作，编制完成沿海开发三年行动计划。三是积极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成功加入新成立的２个专委会和４个联盟，

参加长三角１８次市长联席会议和首届长三角品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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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开端良好。一是精心谋划推动高质量发

展。制定出台中共淮安市委关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淮安市推进高质量发展 “１＋８”工作方案、２０１８年淮安市高质

量发展省定考核目标任务分解方案、高质量跨越发展考核评价

体系以及目标责任状和责任清单。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

进构建。聚力发展 “４３３”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打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盐化凹土新材料、食品 “三新一

特”优势特色工业产业，有力促进工业经济稳健运行，规上工

业投资、产值、应税开票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以有效投入推进

现代物流、现代商贸、生态文旅三大现代服务业特色产业提速

发展，推动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８８％、居全省前列。特优高效种植、特种绿色水产和特色生态

休闲三大高附加值高颜值农业特色产业提速增效，发布实施

“淮安大米”系列标准，新增高效设施园艺面积６８万亩，稻虾

综合种养规模突破３５万亩，白马湖赏花游等休闲农业持续升

温。三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

１８６％，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５５％，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４６件。获批１３５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２１４％；新增市级以上 “两站三中心”６６个、省两化融合贯标

试点企业２６户，实现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零的突破；新增中国驰名商标２件。

（四）改革开放加快突破。一是重点领域改革实现新突破。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全面实施三十证合一和证照分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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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常态化运行 “３５７４５”审批服务新流程，积极推广模拟审

批、代办制等创新做法，全面启动市县镇村一体化审批服务体

系改革试点，“数字化联合审图”获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通报

表扬，“不见面审批”列入省标准化试点。新型城镇化和土地

使用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有序开展高沟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乡镇布局优化顺利完成；五大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

顺利实施，洪泽区完成 “双减量”试点万亩整治目标；财税金

融改革成效明显，顺利完成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组建市融

资担保集团，中信银行淮安分行开业，政府性债务和金融风险

防控机制进一步健全。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推广联耕联种、农地入股等经营模式，新增省

级示范家庭农场２３个、合作社５１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效

显著。二是对外开放实现新突破。新引进投资超亿元内资项目

２１０个，其中超１０亿元项目３０个。新设外资项目１６８个，其中

超亿美元项目１６个；新引进及增资台资项目４８个，连续第７年

获评台商投资 “极力推荐城市”。全年到账外资１０亿美元，制

造业利用外资占比４０％。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企业１５０户，实现

外贸进出口５０１亿美元，增长８１％。新增国际友好交流城市２

对。三是载体建设实现新突破。７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在全省排

名全面进位，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上升至第１２位，清河开发区

获批省级经济开发区。苏淮高新区成为省 “２６３”专项行动启动

后唯一通过扩区环评的化工园区，宁淮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成

双创科技园等项目，５家南北共建园区获省通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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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乡建设协调推进。一是中心城市建设持续加强。

全市７２５个中心城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９６１亿元。交通枢纽地位

不断巩固，连淮扬镇、徐宿淮盐铁路进入铺轨阶段，宁淮铁路

纳入上位规划，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纽、金湖国家级通用机场

开工建设，淮安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建成投运，淮安新港开通外

贸航线，淮河入江水道整治工程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提升，内环高架一期顺利推进，京杭运河淮海路大桥

主体结构基本完成，里运河文化长廊、高铁商务区加快建设，

金融中心一期竣工，淮海广场完成地下改造。二是镇村建设全

面提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编制完成农民群众居住空间

布局规划，完成市级特色田园乡村设计方案，统筹推进农村相

对集中居住，新开工农民集中居住区２９个、建成４个，搬迁村

居１１１个、２２万户；施河智教乐享小镇、淮安高新区智芯小

镇、蒋坝河工风情小镇入围第二批省级创建名单，三河镇创成

国家卫生镇。建成农村公路５６７公里、桥梁１５２座，行政村四级

公路覆盖率９７％，镇村公交基本实现全覆盖，提前完成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任务，启动乡镇垃圾分类试点，建制镇污水集

中处理率５０６％。三是生态建设纵深推进。获批全国第一批生

态文明示范区试点城市，通过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验收，

盱眙、洪泽被命名为首批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区。深入开展

“２６３”专项行动，完成３８２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整治，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２５４天、占比提高１２个百分点，市区 ＰＭ２５平

均浓度与上年持平。全面排查治理化工企业遗留地块，新增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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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处理能力３７５万吨。积极实施化工企业 “四个一批”专项行

动，加快推进大运河沿岸化工企业搬迁，关停化工企业３０户。

完成年度减煤任务。创新河、湖、断面 “三长一体”管护机

制，新建生态样本河道６２条，整治城市黑臭水体１７条，入选

全国２０个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南水北调东线一期淮安段截

污导流工程竣工，国考断面水质和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全部达标。

（六）民生保障持续增强。一是就业创业形势稳中向好。

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５５万人，新增城镇就业９２万人，扶持

５６万人实现再就业，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２６１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１７８％。二是社会保障更加完善。企业退休职

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分别实现 “十四连调”和 “七连调”，

企业社保费率由原来的２０％调至１９％，周期内为企业减负约８

亿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５８０元和５２０元，农村低保标准

超过省定脱贫线。继续提高残疾人帮扶补贴标准，为残疾儿童

提供精准康复服务。为９７万困难老人购买养老服务，建成医

养结合型养老机构３０个。三是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全年脱贫低

收入人口１２３６万人，５１个省、市定经济薄弱村达标出列。四

是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新建中小学校、幼儿园５３所，创成省现

代化专业群和实训基地１２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获国务院表彰

激励，建立跨区域医联体１２个、专科联盟１０个，苏北临床医

学研究院挂牌运行。建成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数据库，举办

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与央视合作举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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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特别节目，创作大型现代京剧 《鹤舞云天》等一批文艺精

品。新建体育公园３２个、健身步道８６５公里，成功举办淮河生

态经济带体育产业博览会。民生十件实事项目顺利推进。五是

社会治理有力有序。全面启动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高分

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优化升级 “透明食安”治理模式，食

品安全逢十 （食）行动获国务院专题推介；推行网格化社会治

理，重点信访积案化解率大幅提升；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连续２年获评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各类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实现双下降。深化

军民融合发展，顺利通过省双拥模范城验收。

２０１８年，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较好落实，有力促进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建设，

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为全市经济运行质量更优、效率更

高、动力更强和保持全市经济社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良好态势

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对照高质量发

展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较为突出，产业层

次还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面临成本上升、融资

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还存在诸

多短板，打好三大攻坚战任务仍很艰巨。

二、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计划初步安排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变化仍具不稳定不确定性的

形势、国内宏观经济向好的走势和我市现阶段发展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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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研究提出了２０１９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

目标计划安排草案。草案在２０１８年指标体系分四类１６项２９个

子项基础上，按照省 “六个高质量发展”要求，分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六大类，

共计２３项３８个子项指标 （详见附表），其中包括２０１８年人代会

指标１６项２９个子项指标、新增省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７项９个

子项指标。

（一）经济发展类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增长６５％左右，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口径增长５５％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５％，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比重达到８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８５％。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口径增长７５％左右，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投资增长９％左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１２％

左右。

———研发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１９１％。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５６５％。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５５件。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１００个。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２２５％。

（二）改革开放类

———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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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外资实际到账实现正增长，其中制造业外资到账

实现正增长，占注册外资实际到账比例达到４０％左右。

（三）城乡建设类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达标率达到１００％。

———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覆盖率达到９８％。

（四）文化建设类

———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率达到１００％。

（五）生态环保类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

硫排放量、氨氮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等５个指标完成省定

目标。

———空气质量。下设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和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２个子项指标，均完成省定目标。

———地表水国控省控断面优于Ⅲ类水质比例完成省定目标。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下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建

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２个子项指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８３３％，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５３３％。

———垃圾分类集中处理率达到８１％。

（六）人民生活类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设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个

子项指标，均增长８％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控制在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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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以内，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达到６５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６２４％。

上述目标中，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等目标是预期性、导向

性的，高质量发展指标是刚性的，节能减排目标是约束性的。

在目标安排上，着重坚持以下四项原则：一是坚持可达性。突

出 “量质并举”，做到主要指标不失速、努力避免大的起伏，

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坚持可争性。

突出高质量发展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对省考核指标的工作要

求，全面落实省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任务。三是坚持可比性。

突出进位争先，主要指标高于全国、全省以及苏北平均增速。

四是坚持法定性。突出规划的严肃性，认真衔接经市人大常委

会批准调整后的全市 “十三五”目标。

三、完成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措施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系统性思维、全局性视野和坚定扎实

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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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和市第七次

党代会第三次会议的决策部署，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

“变中行稳、稳中求进、进中向好、好中争前”的工作基调，

聚焦 “６＋１”部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深化市

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全力

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努力在全省考核中实现进位争先。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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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工作：

（一）聚焦稳中求进，着力推动稳定增长。积极应对复杂

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日益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抢抓用好重

大战略交汇叠加机遇，着力推动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

效益相统一的持续稳定增长。

坚持不断扩大有效投入。把增加有效投资作为促进发展的

主抓手，持续扩张经济总量。全年实施市重大项目２２０个、前

期工作项目１０个，当年完成投资１２２３３亿元。深入开展重特大

项目攻坚年活动，着力重特大项目建设。新开工１５０个投资超

亿元工业重大项目，新竣工设备投资超千万元项目１００个；实

施２００个投资超５０００万元服务业特色产业项目和１００个投资超

３０００万元农业产业化项目。重抓营商环境优化、大力推进招商

引资。主攻二产与兼顾一三产并举、产业项目与基础设施并举，

新引进亿元以上内资项目２００个、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外资制造业

项目３０个，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外资占比分别达４０％

左右和３０％以上。

积极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业态，拓展宁淮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淮安电商现代物流园等平台功能，推动电子

商务、商贸流通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培育电子商务服务业，引

进知名第三方电商交易平台和品牌服务商设立区域机构。加快

实体商业和老旧市场转型升级，启动建设中国农批·淮安农产

品物流园项目，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支持引导重点淮安老

字号进入中心商业区、特色商业街、重点旅游网点等。完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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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小区社区便民服务业态配置，加快 “１５分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提升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弘扬淮扬美食文化，开展淮扬菜

品牌店创建评选，推进老字号传承发展。大力发展会展经济，

建成中国 （淮安）国际食品博览城，精心筹办第二届食博会，

进一步打造食品行业国际展会品牌，带动食品产业特色化、国

际化发展。

大力提升外经外贸水平。实施工业企业国际化经营行动计

划，精准施策助推企业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引导科技型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支持先进设备、关键原材料及

零部件进口，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力发展跨

境电商，完成综合保税区二期封关验收，申请建设国际快件监

管中心，支持企业进行境外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和产品认证，

打造一批市级出口名牌和出口基地，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企业１００

户以上。积极策应 “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支持重点企业跨

境并购，积极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对沿线国家出口占

比２５％以上。

（二）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转型升级。把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推进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发展。

突出推进重大战略落地实施。以 “一区两带”建设为重

点，全面推进国家、省重大战略实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集聚发展优势。加强与江淮生态经济区城市间绿色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等全方位合作，加快推进洪泽湖生态经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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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发挥首提城市牵头引领作用，围绕淮安

“一中心五枢纽”定位，制订落实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三

年行动计划，建立健全城市协作机制，积极推动组建相关领域

专委会及产业联盟，共同谋划推进沿淮流域间基础设施、生态

环保、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共建共享，扎实开展淮河干流二

级航道建设和沂淮、蚌淮铁路等前期工作，全力推动淮河生态

经济带发展规划高标准实施、城市协作机制高效率运转。扎实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落实 《大运河江苏段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规划》，高质量编制淮安市实施规划，推动大运河文化保

护和传承、生态修复和航运提升、文化旅游和新兴产业融合发

展。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实施宁淮挂钩深度合作

规划，推进宁淮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建省南北共建园区。持续

做好援疆援藏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与铁岭市的交流合作。

着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突出 “４３３”特色优势产业

做大做强，更加主动推进结构调整，加速构建具有淮安特质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聚焦工业四大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认真落实 “三新一特”主导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聚力培育规模１０亿元以上、具备产业链整合能力的龙头企

业，助推庆鼎精密电子开票销售突破百亿元，敏安汽车、德淮

半导体、时代芯存等项目全面投产。以１５８户骨干企业为重点，

深入推进市县乡三级培育计划，力争应税销售亿元以上企业超

３１０户、１０亿元以上企业３２户，新培育规模企业１００户，新增

市级以上科技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１０户以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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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１５０户小微企业入规升级，确保新增规上企业６０户。逐步提

升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存活率和活跃度。聚焦三大服务业优

势特色产业发展，全面做优现代服务业。以航空、高铁、内河

航运三大枢纽经济区为支撑，加快发展枢纽经济，抓住航空货

运枢纽列入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机遇，加紧编制枢纽经济、

集疏运体系等规划。紧扣高铁建成通车节点，发展东站周边商

务商贸、旅游集散等业态。围绕打造内河航运中心目标，启动

建设淮河入海水道先行段工程，全面推进新港配套项目建设，

发展集散分拨、仓储配送等高附加值产业。实施全域旅游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国家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建设，加快建

设华强方特、中国漕运城等大型项目，推动西游记文化体验园

创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创建一批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大

力发展 “两圈两带”休闲农业，重点推进１６个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创成一批省级乡村旅游区。创新产业旅游新燃点，加快发

展 “千年淮盐”等工业旅游、白马湖养生养老等休闲旅游、金

湖三河湾等水利风景旅游。提升服务旅游新体验，举办淮扬菜

寻味之旅、中国大运河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加快淮安旅游吉祥

物设计研发，建设智慧旅游信息平台。聚焦农业 “三特”产业

发展壮大，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建成一批高效种养区和优

势发展区，新增稻虾综合种养面积４０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３０

万亩，新增销售超亿元企业１０户以上。积极创建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新增１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加快重

点品牌培育，力争将 “淮味千年”创成首批国家级农产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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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品牌，各县区分别培育１－２个重点品牌。推进洪泽湖周边

蓄滞洪区等建设，建成洪泽湖流域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

大力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实施重大成

果转化项目６个以上，新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户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２２５％，科技进步

贡献率提升１５个百分点。发挥平台主阵地作用，推动淮安高

新区、苏淮高新区争先进位，提升６个国家级 “星创天地”科

技内涵，新建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１０个以上。发挥产学

研协同创新作用，加快产业技术协同创新联盟提标扩面，力争

服务企业超千户，开发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５０项以上。发

挥政策引导作用，开展知识产权融资试点，建立科技融资奖补

制度，完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等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人才

引领作用，落实省 “双创计划”、市 “淮上英才计划”，推进新

型技能大军培育工程，不断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三）聚焦深化改革，加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认真学习

贯彻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充分激发发展新动能、厚植发展新

优势。

纵深推进 “放管服”改革。全面升级市政务服务 “一张

网”，强化网上办、集成办和帮办代办。放大 “数字化联合审

图”品牌优势，打造 “３５７４５”升级版，推进不见面审批标准

化，提升 “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推动减证便民，全面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强服务民营企业审计监督，进一步清理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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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民营企业账款，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推进 “多规合

一”、产城融合、土地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各项试

点落地见效。构建乡镇 “１＋４”基层管理体制，推动施河镇等

集成改革试点，打造全市综合改革试验区。持续重点打造１２个

特色小镇，引导特色小镇城乡融合发展。

深化农村供给侧改革。加快五大功能片区规划实施，深入

开展同一乡镇范围村庄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

用试点，支持盱眙、洪泽开展较大规模矿山复垦利用和 “双减

量”试点。深入推进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和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建立农村集体产权市场交易机制，有序推进土地经营

权抵押融资试点，稳步扩大股份合作、联耕联种等经营规模，

新增土地流转面积２０万亩，５０％以上的村基本完成农村社区股

份合作制改革。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态，新培育市级

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合作社各１００个。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和镇村联审工作，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覆盖面８０％以上，建

设 “三体两强”示范基层供销社１０个。

加强财税金融改革。有效控制和化解政府性债务，严守不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全面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政策措施，推进线上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和线下金融服务中心

建设，打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优化金融信贷结构；

健全财政资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等激励措施，落实市县区信用

贷款风险共担机制，稳步推进平台公司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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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一轮机构改革。按照中央和省总体部署，全面完成

政府机构改革任务，稳妥推进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工作。

（四）聚焦城市能级提升，更高品质推进城乡建设。紧紧

围绕建设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目标，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积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内涵发展、融合发展。

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注重发挥航空、高铁、港口等枢纽辐射带动作用，启动淮安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淮安东站、涟水高铁站建设，

推动徐宿淮盐铁路、连淮扬镇铁路连淮段年底建成通车，争取

开工建设宁淮铁路；争取开工建设淮河入海水道叠加航道二期

工程，同步谋划推动配套、延伸工程，进一步打响淮安内河集

装箱运输品牌，着力构建内河航运中心。全面启动京沪高速公

路扩建。推进３４８和４２０省道等干线公路建设，做好３３０省道前

期工作。

持续提升现代化城市功能。投入８１３亿元实施６００个重点

城市建设项目，推进淮海广场、水渡口商务区业态升级，开工

建设金融中心二期及风情街项目，推进高教园区、智慧谷等科

技文创区建设。完成市区内环高架一期主体工程，建成淮海南

路大运河桥。实施市区内环高架、翔宇大道沿线景观提升工程，

优化街头游园等公共空间。健全公共设施，建设城市慢行系统、

立体停车系统，增加公共停车泊位，增设２０公里公交专用道，

智能化改造交通信号，启动选址新建北京路水厂、四季青污水

处理厂，加快建设焚烧发电厂、建筑垃圾处理厂，实施餐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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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处理厂二期扩容，推进大运河广场等地下空间开发。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家园。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

全面推进农房改善工作，新建集中居住区６２个、定向安置房

５８万套，货币安置３３万户，改造提升特色自然村５８个、惠

及２７万户。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新型农村社

区延伸，新建无害化卫生户厕２万座，行政村四级公路覆盖率

达９８％，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达标率突破７０％。

（五）聚焦生态绿色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鲜明导向，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

发展方式转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增强发展的

“含金量”“含绿量”。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 “２６３”专项行动，强化

大气污染系统治理，完成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化工企业

入园率突破５０％，减少非电行业煤炭消费完成省定任务，实现

ＰＭ２５浓度下降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上升。大力实施水系连

通、河湖清淤、黑臭水体治理等重点工程，大幅消减入河、湖

污染物总量，全面消除国省考断面劣Ⅴ类水体，完成乡镇供水

水源地达标建设。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治理，加

大河湖 “三乱”整治力度，压减洪泽湖养殖面积１５万亩，新

建生态样本河道４０条。推动实施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增效行动，

试点轮作休耕面积２万亩，净增成片造林２５万亩。全面推行农

村公益设施 “五位一体”管护模式，加快镇村污水管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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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升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创新生态建设机制。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与生态补偿、责任追究制度，从严开展 “双随机”检查与各类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推进省级以上开发区循环

化改造，继续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加快化

工钢铁煤电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积极创建国家和省级公

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争创国家级绿色园

区。

（六）聚焦增强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幸福指数。积极破

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持续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进一步完善城乡普惠的就业政策，

有针对性加强就业辅导培训，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深化 “创富淮安”三年行动计划，安排

４０００万元引导资金和１０００万元担保资金，重点扶持创业、再就

业和脱贫项目。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推进市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

化水平；加强大病保险与基本医保、医疗救助衔接，推进医保

支付 “三医联动”改革。充分保障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

体利益，建成１０个以上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开展养老机构

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动员各类力量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试点建设嵌入式养老机构，推动医养结合深入发展。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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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加快城区已拆地块建设进度，改造棚户区４８７５户，

新建一批适老化宜居示范区。继续实施民生十件实事项目。

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扎实推进十项重点行动，深化完善 “阳光扶贫”系统，提前一

年基本实现 “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脱贫，省、市定经济薄

弱村全面出列，重点片区面貌显著改善”三大目标。强化重点

扶贫片区、经济薄弱村项目帮扶，促进村集体和低收入农户双

增收。优先安排实施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住房条件改善，促进

土地规模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脱贫难度相对较大的

重点低收入群体，强化社会救助和兜底保障脱贫。高度重视返

贫问题，加大临时救助力度，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更高标准完善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大力实施基层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三年行动计划。推

动公办幼儿园独立办学，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加快高

品质示范高中建设步伐，促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支持大中专

院校融合发展。启动实施８５个教育建设项目，提升３０所学校

教学装备水平，巩固提升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成果。建立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构建紧密型医联体，更大力度推进分级诊疗，

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打造一批国家和省级示范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组建市文旅集团、演艺集团，建立健全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

建体育主题公园３７个、健身步道１００公里以上，继续办好品牌

体育赛事，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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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治理高质量。推进新一轮平安淮安创建，加快

“升级版技防城”建设，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升社

区网格化治理质效，推进社会矛盾多发、信访问题突出的重点

领域专项治理，严防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拓展法律援助范围，做好信访、调解、

仲裁、行政复议和社区矫正等工作，将矛盾妥善化解在基层。

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执法行动，增强应急处置能力，严

防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推

进 “透明食安”扩点连线成面。加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保障，

推动军地融合协调发展，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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