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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2020 年，咸宁怎么看？

2021 年，
咸宁怎么干？

2020 年是咸宁发展历史上极不平凡、极不容易、极其难忘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
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
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住了民生底线，守牢了稳定底线。

■奋力打好战疫、战洪、战贫三场硬仗

2021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5%以上；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1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5%左右；
进出口总额增长 10.5%；
城
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左右；
粮食产量 117 万吨；
完成省定
节能减排任务。

■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筑牢发展基石

■科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在全省率
先实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双清零”
，
万人感染率
武汉城市圈最低，治愈率排名全省第三，医务人员
“零”
感染。
●面对 1998 年以来最严重的汛情，全市上下
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保卫战，未倒一堤、未垮一
坝、未死一人，无一人因灾返贫致贫。
●大力实施
“十大扶贫巩固提升工程”
“
，两不
愁三保障”及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成果得到有效巩
固，
“一村多”
“一村医”基层人才培养计划初见成
效，全省党政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我市为“好”
等次。

●改造老旧小区 89 个，惠及 1.7 万人。
●黄盖湖防洪治理工程、咸宁 500 千伏变电
站扩建工程顺利建成，核电重件码头投入运营，赤
壁长江公路大桥主体工程即将完工。
●赤壁市获批创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
市。
●投入 4.4 亿元，建设 82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331个整治村，
在全省乡村振兴实绩首考中综合排名
第四，
咸安区、
崇阳县被评定为
“优秀”
等次。
●新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0 家，培育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42 家，获批创建咸宁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

■坚决打好疫后重振经济发展战

■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恢复到 2019 年同
期 95%以上。
●对接中央支持湖北一揽子政策，争取上级
资金 65.14 亿元。
●银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6.4%，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 1.34 个百
分点。
●策划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
“十大工程”
项
目 1735 个、总投资 4692.1 亿元。四次集中开工项
目 447 个、
总投资 1282.3 亿元。158 个市级以上重
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30.4 亿元。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 908 个，
投资总额 1475 亿元。
●新增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2 家，
“两
化”融合发展试点示范企业 5 家。
●粮食产量 116.8 万吨、蔬菜面积 157.2 万
亩、生猪出栏 206.5 万头。
●开展“与爱同行·惠游湖北·乐享咸宁”活
动，接待游客 68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55
亿元，
通山县获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完成登记退捕渔船
1854 艘 、拆 解 率 100% ，退 捕 渔 民 社 保 安 置 率
100%，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肯定。
●成功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崇阳
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争创森林城镇 12 个，崇阳雨山公园获批国
家石漠化公园。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4%，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排名第 18 位。
●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有序
推 进 ，市 控 以 上 地 表 水 监 测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率
91.5%。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新
●国家级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标准
化试点、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通过验
收。
●咸宁城市信用评价位列全国第十三位，全
省第一位。
●在全省率先开通“12345”营商环境投诉专
线，政务服务 24 小时
“不打烊”
。
●企业开办推行“210”标准，新增市场主体
增幅排名全省第一。
●积极推动三赢兴、平安电工、海威复合材
料、维达力等企业上市。
●推进外贸“三项工程”，新增出口实绩企业
40 家。
●实施“南鄂英才”
“招硕引博”计划，引进高
素质人才 279 名，签约高层次人才项目 28 个。

●滚动实施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
“十大工程”，强力推进省、市重点督办和投
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建成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加快推动
赤壁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咸宁-九江、赤
壁长江公路大桥接线、簰洲湾长江大桥及
接线、通城-修水、嘉鱼-崇阳等高速公路，
黄荆口水库、王英水库引水二期工程等重
点项目。
●引进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上市
公司或行业龙头企业投资项目不少于 3 个；
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亿元以上项目
100 个；
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100 个。
●精心组织参加上海进博会、广交会、
厦洽会等国家级展会。
●持续推进外贸“三项工程”，重点支
持进出口总额亿元以上企业做大做强。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强与港澳
台交流，开拓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等新
兴市场，扩大文旅、中医药、健康养老等领
域特色服务贸易。

■更大力度办好民生实事
●民生支出占比 78.2%。居民价格消费指数
涨幅 3.5%以内，比年初回落 1.7 个百分点。
●全市新建、改扩建学校 155 所，新增中小学
学位 5.32 万个，
“大班额”
“择校热”
有效缓解。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首义学院嘉鱼校区建
成开学。
●市中心医院传染病区、市第二人民医院等
卫生项目加快建设。
●常态化开展“万人洁城”
“全民洗城”活动，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
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打造疾控体
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咸宁样板”
。
●做强街镇、做实社区，
推进
“红色物业”
全覆
盖，
大力推动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
●全方位推进平安咸宁建设，建立一站式、综
合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擦亮人民调解中心
品牌。
●抓实抓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全面完成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任务。
●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发展布局
●建立完善武咸协同联动推进机制，
高标准建设官埠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嘉
鱼武汉融合发展区，谋划推进“武汉南大学
城”建设，打造武汉功能拓展重要承载区和
重大产业转移
“桥头堡”
。
●加快打通武咸快速通道，基本建成
107 国道咸安绕城段，大力推动武汉-咸
宁-南昌高速铁路、咸宁-黄石货运铁路、咸
宁机场、市城区南外环高速等重点项目前
期工作，全力打造咸宁长江综合门户港，构
建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
●推动市主城区、咸安区、高新区一体
化发展，打造竞争力、吸引力、带动力更强
的中心市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优化高新区发展机制，支持咸宁高新
区打造省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加快
建设全国 50 强高新区。
●支持咸安区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先导区，建设中国桂花城核心区。
●支持嘉鱼县建设湖北经济强县，打
造滨江公园城市。
●支持赤壁市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建
设示范市，冲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支持通城县建设全国“回归创业示
范县”、全国中药产业大县，打造建设湘鄂
赣区域协作先行区。
●支持崇阳县打造“两山”理论实践示
范样板、山区乡村振兴引领区，建设全国应

急医疗物资保障基地。
●支持通山县打造国家新型能源之
都，建设国家全域旅游强县。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示范县。
●实施“绿色咸宁”标准体系，推动公
园城市建设与国际标准接轨。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质效

■坚持城乡双轮驱动，优化发展模式

●集中力量发展大健康产业，打造中
●积极推进城市补短板强功能工程，
国中部康养城，
全力建设中国桂花城。
抓好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创建验收
●壮大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纺织服
工作，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实施绿道
装、装备制造等五百亿产业集群，引进培育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建设彩色宜居文化咸
更多头部企业、瞪羚企业、金种子和有终端
宁。
产品企业。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推进城镇
●鼓励中小微企业进入龙头企业供应
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
网络，支持隐形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
●实施产业提效、产品提质、生态提升
企业发展。
行动，加快咸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步
●加快培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节
伐。
能环保、特种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
●大力培植茶叶、油茶、楠竹、桂花、雷
产 业 ，支 持 通 城 县 打 造 百 亿 电 子 线 材 产
竹、蔬菜、中药材、水果等特色产业，推广
业。
“纳米农业”，打响赤壁青砖茶、通城油茶、
●实施产业数字化改造工程，培育互
嘉鱼蔬菜、崇阳雷竹笋、通山麻饼、咸安桂
联网融合发展平台 2 家，省级工业互联网融
花糕等品牌。
合发展试点示范企业总数达 30 家。
●启动“擦亮小城镇”行动，推动“三
●加快推动“企业上云”工程和中小企
乡”工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新建 5G 基站 1000 座，
建设“5G+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示范区，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成果
打造华中电子信息基础材料基地和光电子
●新增城镇就业 3.7 万人。
信息产业基地。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统一
●支持国家苎麻纺织产品质量检验中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
心建设，
创建质量强市。
制度。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多式
●扩大公办和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
联运短板，打造华中网络货运物流总部基
给，实施市城区义务教育三年提升计划，消
地，推进全国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创建
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
。
工程，
推动物流降本增效。
●推进普通高中多样特色规范发展，
新建市第一高级中学，办好职业教育、老年
■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开放，激发发展活力 教育，推进特殊教育。
●建好“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培育省
●支持湖北科技学院新建梓山湖校
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2 家，
区，支持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双高”建设，加
新增科创企业 100 家，力争高新技术企业
快东湖学院南校区建设。
总数突破 300 家。
●全面推动健康咸宁建设，促进中医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
新增省级新型研
药振兴，打造疾控体系改革、公共卫生体系
发机构5家，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50家，
规模以
建设“咸宁样板”，提升县域医共体建设水
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达40%。
平，加快建设市第二人民医院。
● 积 极 培 育 全 省 民 营 经 济 100 强 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母婴安
业。
全计划，关爱留守儿童，提升普惠托幼养老
水平。
●加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力度，加快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转换发展路径
提升城乡居民文明素质。
●建设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新建一
●谋划建设向阳湖中国文创产业聚集
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区，加快市档案馆、
“ 四馆三场两中心”、群
●探索“无废咸宁”建设试点，构建“禁
众性体育健身设施建设。
塑”长效机制，抓实垃圾分类工作。
●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古民居保护
●持续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利用工程，适时举办市第二届运动会、温泉
市，支持通城县、通山县、崇阳县创建“绿水
文化旅游节、国际温泉马拉松赛。

“十三五”
时期，
咸宁干得怎么样？

“十四五”
时期，咸宁应该怎么办？

“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期，
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决策下，
在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市人民团结奋斗、
砥砺奋进，
“十三五”
规
划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可与全省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四五”时期，我市处于战略机遇叠加期、政策红利释放期、生态价值显现期、综合优势彰
显期、市域治理优化期，机遇大于挑战、前景十分广阔。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
效；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市域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这五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500 亿元，
较好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按不变价计
算，比
“十二五”
期末增长 29.6%。
●预计固定资产投资比
“十二五”
期末增
长 32.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8.5%，进出口总
额增长 138.4%，
税收占比提升 12 个百分点。

■这五年，城乡品质得到新提升

■这五年，民生事业开创新局面

●全域推进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翻番目标。
森林覆盖率 53.01%，比“十二五”期末提高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十二五”期末
3.69 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1.4
增长 46.3%；城镇新增就业 24.8 万人，城镇
平方米，顺利通过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
林城市复审，成功获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建
●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90%、九年义
设试点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试点城
务教育巩固率 99%、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市。
93%、高等教育入学率 52%。
●预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6%左右，比
●湖北科技学院申请硕士授权单位取
“十二五”期末提高 6 个百分点。
得重大进展。
■这五年，攻坚克难实现新突破
●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改造有力推进，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获评全国创新创
●全市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
万达广场、
同惠国际广场建成营业，
市文化
业
50
强高校。
出列、贫困县全部“摘帽”，如期实现区域性
中心、
市美术馆、
香城书房建成开放，
武汉城
●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市建设稳步推进，
整体脱贫。
市圈外环高速公路和武深高速公路咸宁段、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78.05 岁，比“十二五”期
●政府债务规模、债务率实现双下降，
嘉鱼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末增加 2.01 岁。
金融风险有效管控。
●农村
“五线五治”
成效明显，
建成
“四
●“三馆一站”及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取得突
好农村公路”
3000
公里，
崇阳县获评全国
“农民健身工程”
实现全覆盖。
破性进展，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
“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
●改造完成棚户区住房
41191 套。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
●积极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措、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
“ 五个三”
●第四次经济普查荣获全国表彰。
重大生态工程成效明显。
■这五年，改革开放激发新活力
●市安委会精准“定责、督责、评责”做
●700 多项重大改革项目深入实施。
法被国务院安委会推广。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高标准完成，公
■这五年，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两客一危”道路运输连续 9 年“零事
安合成作战中心改革效果明显，
农村集体产
●预计三次产业结构由 15.9:46.5:37.6
故”
、水上运输连续 25 年
“零事故”
。
权制度改革、供销合作发展基金改革、通城
优化为 14:42:44。
殡葬综合改革、通山“三双”扶贫等经验在全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270 家，比“十二
■这五年，政府建设迈出新步伐
国推广，荣获中国质量魅力城市、国家社会
五”期末增加 17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市，
全国
“七五”
普法中期
●全 面 完 成“ 七 五 ”普 法 任 务 ，
《市 城
占 GDP 比重提高 7.1 个百分点。
先进城市。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
《农村生活垃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创
●申报登记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技术
圾 治 理 条 例》稳 步 实 施 ，
《陆 水 流 域 保 护
建工作顺利推进，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千
合同成交额分别是
“十二五”
期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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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92 家，12 个产业
●咸宁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高新区。
序。
入选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智能机电产业
●连续 18 年被评为全省金融信用市。
●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委及各方面
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与 189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
监督，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 514 件、政协
●金盛兰冶金公司入围中国民营制造
国际友城达 23 个，成功举办五届国际赤壁
委员提案 614 件，办复率 100%、满意率 99%
业 500 强，瀛通通讯公司实现主板上市企业
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
以上。
“零”的突破。

■突出目标导向，提升综合经济实力

■坚持生态优先，加快建设美丽咸宁

●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
步提升，奋力推动地区生产总值跨越 2000 亿
元。
●坚持把经济工作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 ，聚 力 发 展 特 色 主 导 产 业 ，培 育 壮 大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推 进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加 快
发 展 现 代 服 务 业 ，加 快 建 设 特 色 产 业 增 长
极。
●坚持把项目投资作为经济工作主抓手，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加强创新引领，
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坚持把创新摆在全市发展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
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
●加强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增强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队伍
活力，
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科技强市。
●建设数字政府，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和城镇开发
边界线，抓好长江岸线“留白”
“ 留绿”、功能恢
复。实施生态产品提质增值工程，开展“两山”
转化路径试点示范。
●确保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争创
“无废咸宁”建设试点。
●统筹推进“三水共治”，强化河湖库长制，
稳步推行林长制。
●深化对外开放，
融入
“双循环”新格局。
●打造一批文旅综合体、文旅消费集聚区，
争创国家文旅消费试点城市。
●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优质产
品服务“走出去”
、发展资源要素“引进来”，争创
国家进口贸易示范区。

■科学统筹协调，推动城乡融合互促
●全力打造中国桂花城和中国中部康养
城，全域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自然生态
公园城市。
●主动融入全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
域协同”区域经济布局，全力推进武咸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和鄂咸、黄咸大运量便捷化大通道建
设。
●构建常态化长效机制，确保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入推
进全民参保，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
●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全面推进健
康咸宁建设，重塑疾控体系、公共卫生体系。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教育公益性原
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咸宁高
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
●加强金融机构监管，
防范处置金融风险，
守
住不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房地产市
场调控，
推动金融、
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强监管、严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
住食品药品安全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