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十 届 人 大 四 次

会 议 文 件 (十 四 )

关于马尾区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及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在福州市马尾区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福州市马尾区发展和改革局

各位代表:

受马尾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将马尾区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提请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

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区

上下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切实落实 “六稳”工作,扎实开展 “项目年”、 “招商年”、

“三产年”等专项行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各项事业建设取得

了新成效.初步预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５８７亿元,增长

７５％;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３４８亿元,下降２８％;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２２７亿元,下降５４％;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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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３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２亿元,增长１１％;进出口

总额２３０亿元,下降２３６％;实际利用外资１０５亿元,增长

１５８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２７７６元,增长７６％;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６９３０元,增长７％.

(一)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发展基础更加夯实

工业平稳发展.着力稳生产.开展 “五大行动”,召开企业

家大会,出台八项惠企政策,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稳住基本盘,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７％.推动产业强链补链工程,组织实

施５７项工业重点项目,建成１９项.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推

动４０项技术改造、３项两化融合,技改投资增长３０１％.着力

挖潜力.推动规下企业转规上,已有３０家企业申报 “小升规”.

实施工业园区改造提升项目１６个,新建 “升级版”标准厂房２７

万平方米.

服务业增势良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８７％.以软件信息

服务、文化创意、研发设计为主体的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亿元,增长２３％,新大陆科技、网龙网络进入中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榜,乐游网络等２家企业进入中国互

联网企业百强榜.新增上市企业１家,境内上市企业增至１１家,

新增总部企业２家.文化旅游业蓬勃发展,新增规上文化企业

１０家,天晴数码、爱立德软件入选全国重点文化出口企业.船

政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基本建成,马尾造船厂片区保护工程开工建

设,船政博物馆改造提升、船政官街整治等项目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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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农村经济稳中有进.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３９％,１２

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１３５亿元.新建５０

亩设施大棚,创建省级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１家,新增市

级种植标准化示范点１家,新增无公害产品认证１个.乡村振兴

扎实推进,编制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试点村规划,制定２０１９

年重点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启动１个试点镇、１０个试点村４８个

项目建设,完成投资２０００万元.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研究与试

验发展 (R&D)经费投入１４３７亿元.新增省级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５３家、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１２家、“专精特新”企业４家,

新大陆科技等２１家企业入选省级工业龙头企业,中电合创等１１

家企业获评省级高成长企业.昇兴集团、大通机电获评省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新认定省级新型研发机构３家,工业设计中心

１家,参与制定国家标准１２项,行业标准３项,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授权量居全省前列.

(二)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以数字经济培育新动能.实施 “数字马尾”项目２６个,数

字经济规模突破５００亿元.２７万平方米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

心揭牌运营,引入大唐高鸿等企业５１家,省工业互联网信息安

全产业基地落地建设,华为全国首个物联网云计算创新中心投入

使用.承办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物联网分论坛等活动,中央

党校 “智慧后勤”项目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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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洋经济拓展新空间.实施 “海上马尾”项目２２个,海

洋经济规模突破８００亿元.海文铭、科乐通等项目建成投产.更

新改造远洋渔船３０艘,坤兴海洋等３０家规上水产品加工企业完

成产值１３３亿元,增长４６％.

以平台经济构建新模式.实施 “平台马尾”项目２１个,平

台经济纳统销售额突破２０亿元.基金小镇已集聚私募投资机构

３６５家,基金管理规模达１４５５亿元.跨境电商增势强劲,进口

保税 票 数 增 长 ８４６％,占 全 省 总 份 额 的 ３１％.小 马 货 运、

OPPO手机区域结算中心等一批平台项目落地运作.

(三)项目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后劲增强

“三个年”专项行动进展顺利.“项目年”持续深化,１４３个

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２４２亿元,其中,产业项目９１项,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２９项;建成或部分建成项目６０项,竣工完成率

１２０％. “招商年”取得进展,落地招商项目４３２项,总投资

５６５６亿元,其中,产业链项目４个. “三产年”扎实推进,引

进培育植护网络等服务业项目３６个,建成项目９个.重点项目

稳步推进.市级重点项目７７项,完成投资１６３亿元,为年计划

１０３％;省 级 重 点 项 目 ６ 项,完 成 投 资 １８ 亿 元,为 年 计 划

１１８％.全面落实 “一企一议”等工作机制,共协调企业问题

１０５２个.

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积极配合市直部门推动东部快速通道、

福马路提升改造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三江口大桥、东南绕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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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琅岐段)顺利通车.推进港口路下穿、康庄大道北段等市政

道路建设,铁南西路三期等４条道路建成通车.新建１０个公共

停车场,新增公共停车泊位９５８个.建成天台水库,亭江防洪防

潮工程一期等重点水利项目进展顺利.完成福州主城区与马尾供

水干管连接线工程建设,新建供水管网２０公里.

(四)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政府机构更加优化

协同高效.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全面推进,完成６２个村集

体资产清产核资,５４个村实现股份合作制,基本完成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登记领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全面实行公

立医院全员目标年薪制、绩效管理工分制及院长聘任制.国企改

革有序推进,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实行分层管理,国有企业管理

体制进一步理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深化 “放管服”改革,企业开办、常规

不动产登记、项目审批时限分别压缩至３天、４天、９０天.“最

多跑一趟”“一趟不用跑”事项分别达９３１％和５１２％.启用全

国首个全流程电子化投标保函系统,开设全省首个涉外登记 “一

窗受理”服务窗口.全面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大力减轻企业

负担,共减税降费９１亿元.

开放水平稳步提升.积极融入 “海丝”核心区建设,大力拓

展远洋渔业.国家综合保税区创建工作稳步推进.福州物联网产

业基地、马尾基金小镇被评为福建自贸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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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创新平台,通过省自贸办认定创新举措６项,其中全国首创２

项.对台交流不断深化.建成投用马尾琅岐对台码头,开通琅岐

至马祖新航线,成功举办第十七届 “两马同春闹元宵”等系列

活动.

(五)民生保障切实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实施教育建设项目９个,建成罗星儿童

学园,新增幼儿园学位２７０个、中学学位３００个.师大二附中通

过省一级达标校复查,亭江第二中心小学等６所学校通过省级

“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评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８３９％.成立以马尾区医院为总院,各镇卫生院和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为分院的紧密型医共体,建立全省县区中首家标准化代谢性

疾病管理中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６９元.

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坚决落实 “稳就业”,城镇新增就业

８５８５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９５４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１４％.提升民生兜底水平,保障城镇、乡村低保对象１６３４人,

发放城乡低保金８４９７万元.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实现镇

街全覆盖,新建农村幸福院９所,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站６个.新

建镇文化站１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１０个,实现村 (社区)乡

村文化服务站全覆盖.建成保障性住房２１２１套１７４万平方米.

(六)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城乡品质稳步提升

加强城市环境整治.实施新一轮城市品质提升项目１５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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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连片旧屋区５个７９３万平方米、老旧小区８个、零星旧房

地块１１个,整治小街巷１１条,拆除 “两违”建筑１０３万平方

米.实施缆化下地５０项、夜景灯光工程１３项,新建改造公厕９

座.开展 “两高”沿线人居环境整治和闽江两岸管控整治.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屋 (亭)３６２座,在全市首创

生活垃圾 “公交化”收运等４项工作机制.

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国家生态示

范工业园区通过复核.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内河景

观,建成串珠公园２７个,滨河绿道５１公里,新建改造提升公园

绿地约３７０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９８８％,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保持１００％.河 (湖)长制全面落实,水系综合治理扎实推进,

新建改造农村三格化粪池３１０个,建成琅岐２１２公里乡镇生活

污水配套管网,琅岐污水处理厂投入试运行.

总体上看,２０１９年,我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但我们也要

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突出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GDP、固投、规上工业等部分经济指标未完成年度预期目标;

实体经济仍较困难;发展后劲有待增强,带动性强、高附加值、

高科技含量的龙头项目储备不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分

布不均、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对此,我们要持续提振干部干事

创业精气神,积极应对、精准施策、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推动我

区经济在新的一年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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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任务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全区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 “六稳”工

作,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以创新驱动为抓手,着力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更高品质更具活力的现代化新

马尾.

按照上述总体要求,紧紧围绕 “总量做大、实力增强、文化

凸显、城市改观、位次前移、全面发展”的目标,聚焦 “聚产

业、聚人气、建城市、促开放”四大主攻方向,一心一意谋发

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２０２０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８％;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３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７８％;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８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９％;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２％;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２％;进出口总额正增长;实际利用

外资正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６％和６５％.

为确保完成上述目标,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提升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保持工业平稳增长.稳存量.抓好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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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运行监测,通过存量奖励措

施,引导企业稳产,千方百计稳住基本盘.抓增量.用足用好增

量奖励措施,推动飞毛腿、新大陆数字技术等重点企业及星云电

子、腾景光电等高成长性企业增产增效,提升工业规模.降低负

增长面.加强减停产企业帮扶工作,一企一策,帮助困难企业恢

复生产,力争将减停产面控制在１７％以内.拓市场.组织区内

企业抱团参加深圳安博会、慕尼黑上海光博会等工业产品展销活

动,申报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参与省内外项目招投标,拓宽销

售渠道.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是抓金融业.大力引进金融和类金

融机构,鼓励区内金融机构拓展存贷款业务.二是抓批发和零售

业.紧盯重点、大型限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建立旬联系、月走访

制度,及时掌握信息动态,做好负增长企业帮扶工作,收窄负增

长面.三是抓消费增长.积极引进盒马鲜生、超级物种等新型零

售业态,引导商贸企业加强宣传,利用节假日开展各种促销活

动,扩大实体零售.发展夜间经济,推进名城中心夜间经济区建

设和运营,培育特色和亮点,聚集人气.四是抓房地产销售.督

促地产公司加快项目施工进度,对达到销售条件的楼盘,促开

盘、促销售,保持销售面积稳中有升.五是抓营利性服务业.大

力发展软件及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

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名优果蔬、水产养殖、观光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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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农业,新增农业设施大棚５０亩,引进高产优质蔬菜品种２个、

台湾杂交柑等优良品种２个.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

合,计划新增福州市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点２个,市级

农业休闲示范点２个.

(二)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动能转换

加强产业载体建设.加快高新园区、马江园区、长安园区提

升改造,盘活低效用地３００亩,新建标准厂房３０万平方米.明

晰各园区规划和功能定位,实施精准招商,推进柯力传感、莱茵

检测、中科兰剑等一批好项目、大项目加快落地.坚持高端化,

推动联东 U谷产业园、万洋众创城、“两高”以北工业园加快建

设,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载体和新兴产业园.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以智能终端制造、光电光学、新能源、

核心元器件等领域为重点,实施强链补链延链项目２０个以上,

做强电子信息业.以水产品精深加工、休闲食品等领域为重点,

建设智能化、数字化食品工厂,做大轻工食品加工业.聚焦高精

密机械制造、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推动军民深度融合、技术

创新,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壮大物联网产业.推动物联网

开放实验室争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启动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二

期建设,推进智慧后勤、智慧水务等示范工程推广运用.大力发

展海洋经济.积极融入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实施 “海上马

尾”项目２５个,加快中交汉吉斯冷链枢纽等项目建设,新增山

水码头等远洋渔业外贸作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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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平台经济.整合产业链、融合冷

链、贯通供应链,做大融达通、茂松志诚投资等一批高质量平台

企业,培育植护网络、九州通医药、东南西北网络科技等平台企

业.用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做大考拉海购、菜鸟网络等

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力争交易单数突破６００万票.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引进一批产业引导基金、知名私募基金,加强基金与实体

经济的融合,打造基金产业集聚区.盘活楼宇资源,积极引进区

域总部和研发、销售总部,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

强化科技创新.积极融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集聚创

新资源,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

新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R&D投入增长２２％,新

增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７０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３家,新

增一批行业 “单项冠军”.

(三)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实现城乡建设新提升

促进有效投资增长.深入开展 “抓项目促跨越”专项行动,

加快招商项目转化、落地动建,增强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２０２０年初步安排在建、新开

工及谋划区级重点项目２５６项,年度计划投资２２０亿元,其中省

级重点项目９项,市级重点项目１０６项.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动地铁２号线延伸段开工建设,

动建君竹、儒江、快安等３个环岛改造提升工程,加快铁南东路

二期等１９条道路建设.推进亭江防洪防潮工程一期等重点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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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力争建成塘坂引水琅岐支线、天台水库引水管网及配

套项目,新建供水管网２０公里、燃气管网１５公里、雨污管网

４５公里.加快５G商用布局,新建５G基站２００个以上.

提升城市品质.聚焦 “两门、一厅、一台、一线、一带”,

加快实施新一轮城市品质提升工程.持续推进 “两高”、福马铁

路、福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加快魁岐互通等重点区域景观提

升.建成船政滨江廊道等项目,动建天马山生态公园三期.加快

朏头、上下德、闽亭等片区旧改地块开发,改造老旧小区１５个,

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扎实开展环境卫

生、违法建设、交通秩序等专项行动.全面拓展 “智慧城市”平

台应用,实现城市管理网格化、智慧化、长效化.

(四)深化改革开放,争创发展新优势

营造一流发展环境.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启动优化

营商环境３０版改革.打造营商环境统一平台、统一规划、统一

机制、统一治理的高效集约管理体系.深化 “放管服”改革,

“一趟不用跑”事项占比提升至６０％以上,力争全面实现企业开

办 “一站式”服务、 “一日内”办结;推行政务服务智慧审批,

完善 “一企一议”服务机制,常态化为企业排忧解难.

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制定全面深化改革要点,持续推进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

权,标准化管理审批服务事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纵深发

展,完善医联体、医共体运行体制机制.加强国资国企改革,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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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制.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凸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功能定位,

打造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强自贸区改革创新,探索实施自

由港部分政策,支持区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自贸区载体探索区

块链跨境金融.争取获批国家综合保税区,推动出口加工区转型

升级.融入海丝核心区建设,支持飞毛腿、昇兴集团等开展国际

产业合作.

(五)精准补齐民生短板,推进资源共享发展

扎实做好稳就业.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力度,抓好重点群众精准帮扶.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技

能培训.健全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做好欠薪治理工作,

维护工人合法权益.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幼儿园保教改革和片区管理,计划

新增省、市、区三级示范园５所.加快师大二附中科艺楼等４个

项目建设,新增公办幼儿园７２０个学位.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激励机制,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抓好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工

作.落实城市品质、古厝保护、生态环境、产业项目、文明素质

五大提升,积极配合市里高水平办好第４４届联合国世界遗产大

会.深入开展 “运动健康进万家”等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有效提高社会保障.落实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加强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动实现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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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全覆盖.重点推进居家社区养老集成改革,三级三类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不断扩大养老服务设施覆盖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做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工作.

打造生态宜居城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治

理机制,抓好源头防控.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加大

节能减排力度,强化联防联控,确保空气质量在福州城区中保持

前列.推进垃圾分类,实现生活垃圾 “零填埋”.落实河 (湖)

长制,加强黑臭水体治理,重点推进农村及小流域水环境整治.

维护社会安定稳定.深化 “平安马尾、法治马尾”建设,持

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推进 “阳光信访”,加强社会矛

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防

灾减灾救灾机制,加强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力度.加

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广泛开展诚信马尾建设.持续开展军民共

建,巩固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

(六)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监测,努力完成目标任务

紧盯目标,落实责任.做好主要经济指标预期目标分解,确

保各项指标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单位.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健

全月调度、季分析工作机制,紧盯全年预期目标,以月保季、以

季保年.创新分析方法,增强经济运行分析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及时捕捉苗头性问题,通过综合部门和专业部门会商、综合分析

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等方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分析质量.同时,

加强与兄弟县 (市)区横向对比分析,找出差距、提炼经验、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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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优势,提出一系列有效、可操作的工作建议.

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加强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数据对比,把

握时间节点,持续开展固投、工业、批零住餐业、服务业、建筑

业、房地产业提升入库攻坚活动,持续培育新增长点,有效提升

各项指标.加强园区、镇 (街)、区直部门以及企业统计人员的

专业培训,大力提升统计人员专业水平,夯实统计工作基础.

各位代表! 做好２０２０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任务艰巨,

意义重大.我们要全面贯彻区委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区十届人

大四次会议决议,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更高品质更具

活力的现代化新马尾,争当新时代新征程的排头兵!

附件:马尾区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２０年主要指标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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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马尾区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０年主要指标预期目标

序

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９年预期

增长目标

(％)

２０１９年预计

完成情况

(％)

２０２０年预期

增长目标

(％)

１ 地区生产总值 ８６ ７５ ８０

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总量持平 ３９ ３５

３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８５ ７０ ７８

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９２ ８７ ８６

５ 固定资产投资额 １１０ －３５０ １００

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００ １１０ ９０

７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总量持平 －２８ ２０

８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持平 －５４ ２０

９ 进出口总额 正增长 －２３６ 正增长

１０ 实际利用外资 正增长 １５８９ 正增长

１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５ ７６ ６０

１２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０ ７０ ６５

区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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