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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摘要（一）

为你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过去这五年
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预计
2017 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过 1650
亿元，年均增长 8.7%；财政收入
291 亿元，年均增长 13%，总量
居全省第三位；全社会固定资
产 投 资 1700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5.3%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760 亿元，年均增长 12.6%。科
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全社会
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8.1%；建成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国家和
省级研发平台 137 家，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 193 家，发明专利
授权量 1510 件，分别是 2012 年
末的 2.6 倍、4 倍和 9.7 倍。
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工业经济加快转型。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13.2%
和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10.3%，总量居全省第三
位；
安庆石化 800 万吨炼化一体
化、江淮新能源汽车、富士康赐
福科技研发中心、安庆电厂二
期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服务业
比重提高了 9.1 个百分点，电子
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 33%，6 个
县（市）成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数量全省第
一；主城区建成了新城吾悦、八
佰伴、百联等一批城市综合体。
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
城乡面貌显著变化
中心城市功能日臻完善。
累计完成投资 450 亿元，是前
五年的 6 倍；新改建外环北
路、湖心中路等骨干道路 89
条 ， 改 造 棚 户 区 750 万 平 方
米、老旧小区 370 万平方米、
背街后巷 162 条；新改建排水
管网 200 多公里，改造易涝点
54 处；康熙河水系综合治理工
程全面完成；新开通城区至海
口等公交线路 24 条，新增营
运里程 246 公里。城镇化建设
步伐加快。城镇化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
快 3 个百分点；潜山源潭镇等
14 个镇成为全国重点镇，岳西
温泉镇、怀宁石牌镇入选全国
特色小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积极进
展。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市
政府部门由39个精简为31个，
市
级审批项目由 357 项减少到 141
项、
涉企收费项目由 252 项减少
到50项，
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1.2

预 计 2017 年
GDP 超 1650 亿
元，
年均增长 8.7%

PM10 年
均浓度由2013
年的每立方米
113 微克下到
77微克、空气质
量优良率居全省前列

万户；
财税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深
入推进，
“营改增”
累计为企业减
税 20.2 亿元，
累计实现直接融资
359 亿元、
是前五年的 6 倍，
设立
了总规模 140 亿元的产业招商、
企业并购等 13 支基金，8 个 PPP
项目入选全国示范、
数量全省第
一；
农村综合改革取得新进展，
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全
面完成，
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稳
步推进。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五年累计引进省外资金 2750 亿
元，
年均增长24%；
安庆（皖西南）
保税物流中心（B 型）建成运营；
安庆港获批全国进境粮食指定
口岸和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安庆
海关实现了与全国通关一体化。
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加强
主要环境质量指标持续改
善。PM10 年均浓度由 2013 年
的每立方米 113 微克下降到 77

城镇化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比全省平
均水平快 3 个百分点

过去 5 年
工作回顾

“营改增”累
计为企业减税
20.2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13.2%和 11%

微克、空气质量优良率居全省
前列，12 个地表水国控考核断
面、9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源水质均达到考核要求。一批
生态建设重点工程推进有力。
绿色产业加快发展。全市旅游
业收入年均增长 18.5%，风电装
机规模突破 40 万千瓦、光伏发
电装机容量超过 25 万千瓦。
民生福祉明显改善
脱贫攻坚扎实有力。2014
至 2016 年实现 127 个贫困村出
列、41.4 万贫困人口脱贫，2017
年 126 个贫困村出列、14.4 万贫
困人口脱贫，
岳西县将在全省率
先 摘 帽 ，全 市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5.1%下降到3%以下。民生保障
水平提高。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8600 元和
11800元以上，
是2012年的1.5倍
和 1.7 倍；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重由 80%提高到 85%；累计新
增城镇实名制就业24万人；
建成
保障性住房 6.6 万套，改造农村
危房16万户；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
提高了 56%和 118%。社会事业
全面进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健全完善与市人大、
市政协
联席会议制度，
自觉接受市人大
的法律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
督，
五年来共办理市人大代表议
案建议 589 件、
市政协委员提案
1782 件，办复率均为 100%。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之
以恒纠正
“四风”
，
干部作风和精
神状态明显好转，
队伍素质进一
步提高，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切实加强廉政建设，
积极推进政
务公开，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务环境，
五年来共查处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944 件、处理 1365 人。

一年来，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着力构建新的产业体系

全面提高城乡建管质量

强力推动各个园区创新
发展，聚焦产业首位度，蓄
积发展新动能。市筑梦新区
在用人、服务、手段等方面
形成制度性创新成果，入驻
“四新经济”企业近百家。市
经开区各项顶层设计加快推
进，三期 15 平方公里基础设
施实现“七通一平”，江淮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国前
列，富士康五轴车铣复合加
工机批量生产并填补了国内
空白，赛富环新电池包项目
建成投产，跃迪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开工建设。市高新区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通过初
审，北京化工大学安庆研究
院挂牌成立，曙光集团搬迁
入园项目全面投产。

打造美好大宜城的步伐加
快。新改建了皖江大道东段、
环
城西路、
湖心北路等 34 条道路，
完成了“一湖九河”水系治理工
程，石塘湖备用水源地建成，破
罡湖闸站完工，
新增和改造绿化
面积70万平方米，
“一纵两横”
沿
路亮化提升工程建成；
市立医院
东城院区投用，市一中龙山校
区、市一院龙山院区、市博物馆
加快建设；
背街后巷、
老旧小区、
农贸市场、
公共厕所等改造力度
加大，城市网格化管理全面推
行，
城区环卫管理全面提标。新
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以共抓长江大保护为导

向，切实加强中央、省环保督
察和中办专题回访调研反馈问
题的整改，按照“基本+”的
要求，全面开展环保问题巡查，
关 停 整 治 小 散 乱 污 企 业 414
家，累计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81
起；主城区 20 蒸吨以下工业燃
煤锅炉全面取缔，石油化工等
重点行业脱硫脱硝设施全部建
成投用；城区污水厂网一体化
建设加快推进，谷桥大沟等 7
个黑臭水体得到整治；全市禁
养区内 546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全部关闭或搬迁；大力实施
“河长制”
“ 林长制”，建立了市
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
积极创新改革开放局面
完善权责清单、涉企收费
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公共
服务清单、行政权力中介服务

清单，建成市县乡村一体化的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政
府的效能进一步提高；创新城
市建设项目招投标方式，推出
了 10 个“工程包”，引进了实
力强、信誉好的企业集团，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绩效进一步
提升；完善金融环境整治联席
会议制度，加大涉金融债权案
件办理和执结力度，不良贷款
率较整治前下降了 1.4 个百分
点，新增贷款超过 200 亿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
步增强；出台农村土地“三权
分置”办法，农村“三变”改
革试点初见成效，潜山县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运营，“三
农”发展的活力进一步显现；
新开通安庆始发直达重庆港的
集装箱班轮，安庆港集装箱吞
吐 量 8.2 万 标 箱 、 同 比 增 长
41%，安庆机场航线已增至 11

条，旅客吞吐量突破 45 万人
次、增长 50%，宁安城际铁路
的作用日渐放大，去年往返
京、沪及沿线的旅客流量突破
620 万人次，对外开放的基础
条件进一步优化。
切实加大民生工程力度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
生工程。出台了市级层面产业
扶贫政策，为全市 248 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分别注入了 20 万
元的产业引导资金；全市扶贫
小额贷款惠及 8.1 万贫困户，教
育扶贫惠及学生 11.3 万人次，
健 康 扶 贫 惠 及 患 者 21.9 万 人
次；建成 183 个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安置贫困户 10667
人；建立 104 个扶贫驿站，提供
了 6000 多个就业岗位。
张培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