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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融政办发〔2019〕13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 2019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融水苗族自治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及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草案）》已经自治县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融水县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

织实施。

2019年3月29日



— 2 —

融水苗族自治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一、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预期目标和主要思路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我县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持打好“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

设和精准脱贫”三大攻坚战。

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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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

政府，柳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开展“经济发展提质年、精准脱贫攻坚

冲刺年、项目建设提速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四个年”活动，

持续打好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精准脱贫三大攻坚战，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团结和谐的社会生态、山清

水秀的自然生态，为实现脱贫摘帽与全国全区同步全面建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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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国70周年。

2019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5.5%，第二产业增长7.7%，第三产业

增长12.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财政收入增长8%；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脱贫

任务，力争45个贫困村出列、3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再创广西

科学发展先进县。

二、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按照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要全面落实2019年预

期发展目标，重点抓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持续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发挥我县的生态资源优

势，科学布局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重点打造县级示范区、

乡级示范园、村级示范点，以示范区（园、点）带动生态农业加

快发展。2019年，继续按照五星级示范区标准打造提升风情苗乡

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创建自治区级示范区1个、县级示范

区1个、乡级示范园10个、村级示范点70个。在保障粮食生产安

全的基础上，继续依托龙头企业、经济合作组织推进特色种植、

养殖业、林下经济发展，多渠道、多合作方式促进农村农业经济

发展。201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5%。二是加快工业产业发

展。继续以工业园区为生态工业发展平台，强化产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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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2019年，力争园区基础设

施投资完成1亿元，完善园区道路、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推进康田、和睦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积极开展康田二期

土地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要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和培育精深加工

等新兴产业。积极推进广西融水冠宇活性炭5万吨/年活性炭项目

等产业建设。利用廉江市与融水县扶贫结对共建平台，以食品加

工、食品冷链物流、木材加工（含家具）等项目为重点，做好扶

贫产业龙头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着力引进产业集聚效应大、创

税能力高、核心竞争力强的项目。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等新兴

产业发展。加大力度对传统工业技改升级，提升产品质量档次，

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加强服务工业企业，培育

规上企业，力争福融贝江源农业发展公司、水源生态茶叶有限公

司等5家企业上规，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3%、增加值增长

10%。三是加快旅现代服务业发展。发挥现代物流、农村电子商

务的突出优势，加快建设康田物流园、桂中北中草药交易中心、

双龙沟易扶点电子商务示范街区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深入实施旅游富民工程，强化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加快元宝

山—贝江景区、老子山—老君洞、龙女沟等景区景点建设，巩固

提升景区的品位和档次。加快推进区级重点项目民族文化生态风

情园建设，加快建设元宝山白坪高端度假酒店。全力推进环元宝

山、环县城两条特色廊道，贝江苗寨特色旅游小镇，打造特色旅

游新景点。2019年，力争年内接待旅客总人数达715万人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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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总收入达85亿元。

（二）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好国家乡村振兴实施纲要等有关政策，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切实解决制约融水加快发展的瓶颈问题。紧紧围绕交通

基础设施、城镇化、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加快项目

建设步伐。

一是全面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建

设，确保落久水利枢纽汛期前蓄水。积极配合做好融水至河池高

速公路、融安至从江高速公路一期工程（融水至安太段）、S208

富禄至丹洲公路（融水段）等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罗城经怀宝至

融水洞头（融水段）、四荣至香粉二级公路项目建设并建成通车。

加快推进省道S303田头口至环江界（田头口至产儒段）、兴洞口

至杆洞等项目前期工作，促使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强化项目建设

管理，发挥重点项目建设协调联席例会制度，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存在问题，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继续深入开展项目建设征地

拆迁攻坚战，确保项目建设用地。加快投融资工作，解决项目

建设资金不足问题。二是深化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促进产业

与城镇功能深度融合。推进县城防洪堤、水东新区市政基础设施、

苗族文化广场等城镇化重点项目建设，年内力争城镇化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22亿元以上，城镇化率提高2个百分点。加快老子山—

老君洞文化生态休闲旅游带、“苗家小镇”易地扶贫搬迁、碧桂园

等项目建设。三是加快清洁能源项目建设进度，摩天岭、梓山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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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建设有实质性进展。

（三）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促进年度目标实现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继续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第

一民生工程来抓，确保完成上级下达2019年度脱贫目标任务。一

是加快推进产业扶贫开发。将产业扶贫与开展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区增点扩面提质升级工作结合推进。引导和培育重点龙头企业与

贫困村联建产业示范基地，扩大龙头企业带动规模。引导有条件

的行政村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主动融入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不断壮

大贫困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村电商综合平台覆盖所有的贫困村，

拓展产品销售渠道。继续抓好产业扶贫品牌建设，提高特色农产

品的竞争力。加强专业人才引进工作，同时通过技术培训、政策

扶持等方式，培养一批返乡创业致富带头人。二是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进度。重点加快推进20户以上屯级道路硬化项目建设和非贫

困村贫困发生率在25%以上村屯道路硬化。以脱贫目标为抓手，

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饮水安全巩固、公共服务设

施及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目

前，我县还有32个非贫困村没有获得发展资金扶持，我县将继续

加大整合资金投入，力争实现全覆盖，确保所有村（社区）均能

达到有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脱贫攻坚指标。四是加快推进易地扶

贫搬迁。继续加强政策宣传，鼓励符合搬迁条件的贫困群众参与

搬迁，确保完成搬迁安置任务。加大探索创新力度，对旅游景区

内的搬迁户，在严守“一户一宅”政策红线的前提下，由村集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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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购农户原住宅，用于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村寨或出租等，解

决“一户一宅”和集体经济收入问题。继续采取责任分解、倒排工

期、检查督导等措施传导压力，确保项目快速推进。

（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改善营商环境

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深化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

民营企业发展。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力度，结合自治区、市

“产业大招商攻坚突破年”活动，依托本地资源，着力强龙头，

补链条，加大招商力度，以项目引产业，以产业引项目，力争在

企业和项目引进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年内新引进亿元项目5个以

上，全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超过350万美元，市外境内到位资金

达23亿元以上。进一步推进“一事通办”改革，确保“354560”

改革等落地见效。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切实减少盖章、审批、备案、确认等繁琐环节和手续。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五）保障改善民生，全力抓好社会事业

全力加强民生保障工作，扎实推进为民办好事实事，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一是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创业

带动就业，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

力三大群体就业工作，落实军转干部、退役士兵安置任务，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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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7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0人。二是积

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

划”，扩大基础教育学位供给，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86所。

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力争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82%。推动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行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向乡村地区覆盖。稳步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加快推进融中北校

区、水东一小、融水镇七小等项目建设，规划建设水东新区初中，

着力解决“大班额”现象。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

续推进县乡医联体建设，积极扩大医共体建设范围。实施县、乡、

村医疗卫生一体化服务工程，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对农村

贫困人口住院治疗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提高报销比例等优惠政

策，确保不发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加强艾兹病等重点

传染疾病防控，确保公共卫生安全。四是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和体

育产业，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全民身体

素质和健康水平。五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进防震减灾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强化“平安融水”建

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依法维护社会稳定，不断提升公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六是进一步推进统计、国防动员、拥军爱民、

精神文明等各项社会事务发展。

附件：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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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表

主要指标科目 单位

2018 年计划 2018 年完成 2019 年计划
责任单位或数
据采集单位

总量
增长
(%) 总量

增长
(%) 总量

增长
(%)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0 113.4 13.4 9 统计局

第一产业 亿元 16.6 5.3 5.5 农业农村局

第二产业 亿元 49.99 11.6 7.7 科技工贸和信

息化局
第三产业 亿元 46.8 18.9 12.5

二、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6 － 20 13 发改局

三、财政收入 亿元 8 7.59 8.3 8 财政局

四、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14 83.43 13.5 13 经贸局

统计局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0 33.55 11.0 10

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8 28901 7.3 8
统计局

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10 12668 11.0 11

八、外贸进出口总额 万元
科技工贸和信

息化局

九、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580 投促局

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 按市级下达 发改局

十一、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 按市级下达

环保局

十二、化学需氧排放量下降 % 按市级下达

十三、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人 按市级下达

人社局

十四、城镇登记失业率 % 3.3 按市级下达

十五、人口自然增长率 ‰
控制市级下达

以内
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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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3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