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 议 文 件 (十 四 )

关于福州市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在福州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福州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福州市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

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

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也是实施 “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市上下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

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和来闽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落实强省会战略,积极打造 “六城五品牌”,推动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预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９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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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１２８％,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１１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８０％;出口总额增长１４２％;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１５４％;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０７％;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１６％.

(一)扎实推进自创区建设,创新动力更加强劲

坚持科教兴城,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科创走

廊建设高效推进,实体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

１创新战略有效落实.实施 R&D稳增计划,经费投入总

量达２２５５亿元,总量连续５年保持全省第一,占 GDP比重由

２１３％提升至２２５％.创新主体不断壮大,新增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超７００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１９４５家,全省第一;３４８

家企业入选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名单,全省第一.

２创新平台加快建设.中国东南 (福建)科学城、科创走

廊建设加快推进,入选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软件园入选国家

级双创示范基地.新认定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３家、众创空间

２０家.组织企业申报创新平台,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省

工程研究中心平台数达２７个,稳居全省前列,新增行业技术创

新中心１６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１５家.

３ “数字福州”稳步推进.成功举办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暨首届数博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软件、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芯片半导体产业等数字经济创新集聚带,数字

经济增加值预计突破５０００亿元.软件园相关企业超１８００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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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数据产业园注册企业达７０９家、马尾物联网产业基地认定物

联网企业达２０１家.

(二)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业韧性不断增强

龙头企业助推产业增产增效,１６条重点产业链加快壮大,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４龙头企业引领增长.“扶持龙头壮大产业”专项行动走深

走实,培育扶持３４４家龙头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全年３３６家企

业实现正增长,正增长率达９７７％. “引龙头、强链条、进千

企、优服务”专项行动扎实推进,推动 “链主”企业做大做强,

形成３条千亿级制造业产业链.

５现代服务业提质扩量.三产增加值预计增长１００％左右,

占GDP比重提高到５７％以上.现代物流城加快建设,入选 “十

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城市,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物流与供

应链信息化大会.总部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打造马尾基金小镇、

朱紫坊基金港,累计管理基金规模超１６００亿元.新增上市企业

３家,境内上市企业增至４８家.平台经济集聚发展,新引进２９

个平台项目,增至３１９个.购销供应链体系初步形成,年规模５

亿元以上供应链平台达３６个,企业销售额突破２０００亿元.

６工业经济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增长９３％左

右.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光电、生物医药、氢能源列

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施 “数字绿色”技改行动,推动

飞毛腿电池工业园、高意碳化硅等１６５个亿元以上重点技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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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技改投资预计增长１５％.实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１８５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５０６９亿元.打造新型材料国际品

牌,３３２个在建项目完成投资超１７５亿元.建设东南汽车城,２５

个项目完成投资３４９亿元,东南汽车完成股权重组,实现增资

复产.开展工业 (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行动,全省率先发布２

项园区市级地方标准,实施园区攻坚提速项目２７６个、完成投资

４８５亿元.

７农业保持平稳发展.一产增加值预计增长４５％左右.持

续治理耕地抛荒撂荒,建成高标准农田１８３７万亩.统筹农产品

稳产保供,新建设施农业２１８３亩,有效保障肉蛋奶和果蔬稳定

生产.做强特色农业,水产、畜牧、水果、蔬菜、茶叶、食用

菌、花卉竹木七大特色产业全面增长.做大农业龙头,７家入选

中国农业企业５００强,新增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２个、国家级农

业龙头企业２家.做优品牌农业,举办渔博会、菌博会、茉莉花

茶文化节等展会１０余场,有效提升知名度.

(三)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内外需求持续改善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投资和消费互促互进,推动内需

和外需相结合,切实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

８招商引资持续扩大.实施招商效率和招商质量提升工程,

发布产业招商地图,引进落地福米智能制造产业园、经纬卫星运

营中心等４７９４个产业项目,总投资１１９万亿元;重大产业项目

３０个,其中开工动建项目７个;央企国企项目１１５个,中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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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国安能集团等央企首次在榕布局.

９ “一抓一促”进展顺利.开展 “抓项目促提升” “攻坚

１２０天”等专项行动和 “亮晒比学”活动,罗源宝太１１０万吨冷

轧、万洋众创城等１４０４个项目开工建设,开工率１１３２％;永

泰智慧信息产业园、万纬福州连江物流园等９７１个项目建成,竣

工率１１７７％. “攻坚１２０天”行动已引进重大项目２８２个,总

投资２４０５４亿元.

１０项目建设取得成效.全省 “五个一批”正向激励综合考

评连续１６个季度居全省前三.组织四批次６３２个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和年度完成投资分别达４９４４亿元、１１３２亿元,位

居全省首位.１４７７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４５７０８亿元,超序时

进度９８个百分点;投资完成量同比增加４２１亿元,再创历史

新高.

１１消费市场回暖复苏.入选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试点城市,东二环泰禾、浦上爱琴海等商圈和三坊七巷、上下

杭等特色街区开展品质业态提升改造.开展 “惠聚榕城消费季”

等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超２亿元,带动消费超２０亿元.出

台住宿、餐饮、旅游、会展等行业扶持政策,文旅市场加快恢

复,接待游客９０１０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６８３亿元.

１２外需市场保持平稳.依托国际投资促进大会、投洽会等

多元招商活动平台,推动签约成果落地转化,新引进合同外资亿

元以上项目４５个,合同外资３４５７亿元.制定扶持外贸企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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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出台６个方面举措推动企业稳订单扩市场.开通７条客改

货、４条全货运包机、１条对台海运专线,打通跨境电商出口

通道.

(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发展环境得到优化

改革举措扎实推进、开放举措落地有声,市场活力持续激

发,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１３体制改革协调推进.分解经济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工作要

点,形成具体改革举措８９项.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改革创新不

断突破,推出全国首创举措１１项.医药卫生体制系统集成改革

不断深化,全国率先探索 “集成化医改”模式,先进经验获得国

家肯定推广.国企改革深入推进,开展市管国资国企改革重组,

形成 “龙头引领＋专业标杆”发展格局.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完

善,高标准完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复评迎检工作.

１４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实施营商环境改革４０版,实现开

办企业时间压缩至０５个工作日内.提升 “网上办”,“最多跑一

趟”事项占比９８８％.创新 “打包办”,推出１１８组 “打包办”

事项.推广 “园区办”,建立三级代办服务制度,典型经验全省

推广.实现 “减负办”,推广公共资源领域建设工程年度保证金

信用免抵押贷款服务.清理规范涉企收费,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

事中事后监管.

１５开放水平逐步提升.高质量融入 “海丝”核心区建设,

加快丝路海港城建设,“丝路海运”航线完成３３５艘次,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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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２３３万标箱.福州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江阴港综合保

税区在全国率先开展内外贸智能监管试点.“两国双园”项目取

得重大进展,雅加达—福清 “两国双园”海上大通道正式开通.

举办２０２１年福州国际友城文化节、第四届海丝博览会暨第二十

三届海交会、第七届海丝国际旅游节,与美国檀香山市、越南下

龙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组织开展与美国塔

科马世贸中心的线上经贸对接会,举办首届中国跨境电商交

易会.

１６榕台合作持续深入.加快榕台产业合作,引进台资项目

２０５个、台资３４５亿元,增长１７９％.持续优化台胞金融服务,

推动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试点落地.成功举办第九届海峡

青年节、第十二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黄巷台湾文化交流

周等对台交流活动.

(五)区域发展格局优化,互联互通水平提升

充分发挥福州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推进要素整合和资源共

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１７区域协同发展纵深推进.福州都市圈成为第二个国家批

复的都市圈.闽东北协同区建设提速,６８个协作项目完成投资

６０７３亿元,超序时进度３０２个百分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制定出台 «试验区福州东部片区行动计划».

临空经济示范区加快建设,开展中日 (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

区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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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新区新城建设步伐加快.设立福州新区直管区,福州新

区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福州新区４６０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１５９０亿元,超额完成任务目标.滨海新城１８６个项目完成投资

６５０亿元.滨海新城岸段入选国家美丽滨海优秀案例.三江口片

区８８个项目完成投资１５０亿元.琅岐片区２６个项目完成投资７

亿元.

１９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编制完成 «福州市现代化国际城市

综合交通枢纽发展规划».地铁６号线长乐段、５号线荆溪厚屿

至螺洲古镇段实现空载试运行.大力推进高铁进机场、温福高铁

等重大项目,三营澳大桥、福州东南快速通道万新路复线段等建

成通车.国际航空城加快推进,机场二期扩建提速,全力打造国

内一流枢纽机场.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天然气管网建设,加快福

清核电６号机组、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等项目建设.

２０脱贫成果继续巩固.落实扶贫小额信贷、雨露计划、公

益性岗位、社会保障兜底等政策措施,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

底线.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共认定监测对象１３４户４４０人,

选派４１名第七批市派驻村干部到村任职,开展驻村帮扶.推动

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原州区和隆德县,共

投入财政援助资金１４８亿元,选派７名党政挂职干部、１０２名

专业技术人才赴固原开展闽宁协作工作.

２１城市品质稳步提升.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实施新一轮城

市品质提升项目９２１个,实施连片旧屋区改造５４个、整治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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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１９８个.城市界面不断更新,实施 “两江四岸”提升工程,

旗山湖、晋安湖建成开放.完成城区缓堵项目３５个,新增便民

停车泊位３万个.东南区水厂正式投用并网运行,新建市政供水

管网１１０公里.

２２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实施省市乡村振兴试点项目１５４７

个,提升乡村振兴精品线路１６条,新增乡村振兴中、高级版试

点村７２个.新增国家级最美休闲乡村１个、省级美丽休闲乡村

３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４个.新建农村公路２３２公里、农村

生活污水配套管网５００公里、乡镇生活污水配套管网１９０公里,

完成裸房整治１万栋,新建 “绿盈乡村”２８７个.

(六)生态建设持续推进,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聚焦 “生态

美”,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２３生态文明取得新进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１７

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鼓楼区获评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经验在全国

推广,永泰县通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建基地省级

预审,“福州鼓岭旅游度假区柱里露营地生态旅游”“连江生态产

品市场化改革”入选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典型

案例.

２４绿色发展持续推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启动福州市碳

达峰行动方案编制工作.推进绿满榕城建设,新增和改造提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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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园林绿地４０９公顷、绿道１４０１公里.建设绿色制造体系,新

增省级绿色工厂１２家,省级绿色设计产品１３款,省级绿色供应

链企业２家.

２５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１００％,

空气质量在全国１６８个重点城市排名第５、省会城市排名第３.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流域、小流域国省考断面全面消除V

类及以下水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始终稳

定在１００％.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完成９９个建设用地地块土壤调查报告评审.巩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成效,城区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

(七)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群众生活质量提高

致力增进民生福祉,补齐重点领域短板,带动社会事业水平

整体提升,协调推进经济和民生发展.

２６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全市城镇新增就业１４７７万人,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０５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１６％.举办

“好年华,聚福州”“榕博汇”等活动,率先推出毕业生 “万元补

贴”、住房保障 “万人计划”等政策,超过６万名应届高校毕业

生来 榕 求 职 就 业,引 进 高 层 次 人 才 ２３００ 人、高 技 能 人 才

７０００人.

２７民生福祉日益提升.民生相关支出７４０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７９９％.完成为民办实事项目５９件.教育事业加快

发展,实施教育强市 “十大工程”,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全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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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２８所、中小学２０所.新增省级示范性幼儿

园４所、省一级达标高中３所.课后服务基本实现 “两个覆盖”.

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接种新冠疫苗１５６５万剂次,国际医疗

综合试验区成功落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正式开

诊,推进市中医院五四北分院等２０个重点医疗卫生项目建设,

新增床位１５００张.实施好三孩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

２８文化事业持续繁荣.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主题系列活动３７１场,市群艺馆、市少儿图书馆两个新馆完成主

体结构建设,市博物馆新馆、市美术馆新馆启动前期工作.成功

举办第４４届世界遗产大会,持续推进上下杭、烟台山、冶山、

马尾船政等历史文化街区 (风貌区)保护利用工作,三坊七巷、

上下杭获评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２９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民生兜底保障有效有力,发放低保

金、特困供养金５０３亿元,保障全市６４６９６名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发放临时救助金３１５７万元,惠及困难群众１６５５９人次.生

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９５３％,居全省第一.发放

对困难群体的节日性临时价格补贴１３０７万元,惠民２６万人次.

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套数和新增各类租赁住房套数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深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集成改革,城乡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全覆盖.６个社区 (村)获评全国首批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

总体上看,２０２１年,我市经济社会总体健康平稳,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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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位居全省前列.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疫情反复对经济

社会发展影响仍将持续,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因素增

多,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大,新兴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够高;投资量大、带动性强的重点项

目储备不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此,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增强前瞻性和预见性,全

力以赴推动全市经济在新的一年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二、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

２０２２年是新一届政府的起步之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

的关键之年,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全市上下要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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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为主题,坚持 “３８２０”战略工程思想

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重点建设六个城、打响五大国

际品牌、实施九大专项行动,全面落实强省会战略,在新发展阶

段新福建建设中当龙头、走前列、作示范.

按照以上总体要求,２０２２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８０％左右,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３２％左右,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８５％左右,建筑业增加值增长６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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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９０％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０％,一

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７５％,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７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９０％,出口总额增长８０％、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３０％.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

３０％以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０％,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５％,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５％以内,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实现年度目标,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率控制在０００７以内.

为确保完成上述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打造 “三创”活力之都

扎实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州片区建设,高标准建设科

创走廊,推进重大创新平台构建,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１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高新区、软件园等 “一区

二十四园”建设,搭建 “三创”人才科创平台.加快建设中国东

南 (福建)科学城、福州大学城、科创走廊,打造创新策源地.

新增科创走廊载体１００万平方米以上,新增各类研发平台、双创

载体４０个.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组织开展科技重大专项

“揭榜挂帅”攻关项目１０个以上.推进闽都创新实验室、海峡实

验室等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物联网开放实验室、福州海洋研究

院等创新平台发展.

２强化创新主导地位.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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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支持头部企业与高校

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推动 “科

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APP”建设.实施 R&D 稳增计划、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新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４００家、省

级科技小巨人企业５０家、省级以上 “专精特新”企业３０家.力

争R&D经费投入总量达２５５亿元.

３加强创新人才引育.推进闽都院士村建设,打造 “三园”

人才科创特色平台.实施科技人才培育计划,建设中国福州海西

引智试验区,打响 “好年华,聚福州” “榕博汇”等特色品牌,

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２５００人、高技能人才７６００人以上.构建更

为高效的海外人才引进和国内人才境外交流服务平台,完善安

居、医疗、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保障体系.

(二)增强产业支撑能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围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建设产业

强市,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在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上取得更大进步.

４发展数字经济.打响数字福州国际品牌,融入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持续办好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暨

第二届数博会.加快数字产业化,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软

件、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推动

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企业向智

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型.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加快数字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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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推出更多数字应用场景.推动福耀玻璃、京东方等重点

企业打造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新增 “上云上平台”工业企业

６００家以上.

５发展海洋经济.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牌,深入实施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实施蓝谷海工装备等１５０个以上重点

项目,完成年度投资３００亿元以上.加快临港工业发展,高标准

打造国际深水大港,推动绿色冶金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工、海洋

工程装备等临港产业链发展.构建现代渔业产业体系,推进福州

(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和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培育

深远海智能养殖产业链,推动深海养殖向规模化、现代化、一体

化方向发展.

６发展绿色经济.深入实施质量强市战略,提升企业产品

品质和知名度,推动消费品和装备制造业标准和质量提升.打响

新型材料国际品牌,加快培育一批新型材料重点产业.积极建设

光电材料产业园 (基地)、国家级清洁能源制氢基地,推动绿色

食品、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加速发展,加快福州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发展绿色制造与循环经济,打造绿色制

造体系,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与园区循环化改造,严格落实能

耗 “双控”,加强高耗能企业对标审查,推动企业实施节能技术

改造,培育一批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

７发展文旅经济.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放大 “后世遗”

效应,拓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互动合作,办好福州国际友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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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节等交流活动.实施文化和旅游融合示范工程,推动文创旅游

产业链发展提升,深化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加快

推进中国船政文化城、闽越水镇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打响三坊

七巷、鼓岭、福州古厝等特色名片,新增４A级旅游景区１家以

上.实施服务业提质工程,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商

贸、康养、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８推进工业 (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开展试点园区标准

研制,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园区标准化建设体系.加快标准化补

短板,推进２９０个以上园区标准化项目建设.推动主导产业集

聚,加大产业项目招商力度,加快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新培育一

批规上工业企业.坚持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园区住房、教育、医

疗、商业等配套,健全科研、金融、法律、培训等公共服务,推

进政务服务进园区,力争实现办事不出园区.提升土地效益,梳

理园区闲置低效用地、空置厂房楼宇等,提升资源利用率;支持

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高土地容积率.

(三)持续扩大高效需求,强化动能转换支撑

增强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加大跨周期调

节,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９强化精准招商引资.依托数字峰会、海丝博览会等平台,

用活重点产业招商地图,以科创走廊、数字经济、海洋经济、新

型材料等为主攻方向,紧盯产业链薄弱环节和缺失环节精准招

商,力争落地宝武碳业碳纤维、福米第三代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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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５０个以上.

１０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开展 “项目攻坚落实年”专项行

动,加快推进正太新材二氧化钛等１６００个市级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４８５０亿元以上,其中,市管省重点项目２４５个,年计

划投资１０７４８亿元,增长１４０％.动建思嘉新材料、福建LNG

接收站等亿元以上项目５５０个,建成４６０个.

１１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打造高品质商圈,加快商业步行街

提档升级,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打造 “惠聚榕城消费

季”促消费活动品牌,建设培育 “首店经济”“宅经济”等多样

化消费模式.大力发展 “夜色经济”,支持举办消费类展会,促

进消费市场平稳回升.加强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宣传,深入推进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打造１５个以上试点社区.

１２着力引外资稳外贸.加强企业走访帮扶,推动招商活动

签约重点外资项目落地.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鼓励地方优势特

色产业报团参加重点展会及各类线上展会.积极培育外贸新业

态,依托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创建跨境电商

创新试验区.继续办好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引导传统外贸企业

加快 “数字出海”步伐.

(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对外开放层次迈向高水平,

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汇聚新动能、增创新优势.

１３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集成改革,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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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体系.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确保按时收官,市

属国企主要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规范

农村宅基地管理.提升价格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１４巩固提升营商环境.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和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推动政务数据共

享,推进 “跨市通办、跨省通办” “身边办”,实现 “一网通办”

向 “一网好办”提升.力争１０个以上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进入全

国标杆行列,网上可办率提升至９０％以上.

１５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立法,全面开展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优化信用平台服务水平,加大对重点领域严重违

法失信主体监管和惩戒力度.培育信用服务市场,以信用数据为

基础,开发信易贷产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１６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实施系统集成创新,力争推出３０

项以上首创性举措.联动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进政策共享、产业互

补.探索在海峡金融商务区、台商投资区、福兴投资区等区域建

设自贸区协同改革创新区.

１７打响海港空港国际品牌.做大做强门户功能,推进深度

融合开放.加快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建设,推进高铁进机场,打造

临空经济集聚区和国际航运中心,推进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

税区申报.做大做强江阴港集装箱业务,发展集装箱远洋干线,

打造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壮大松下港区规模,推进港区与福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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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相连接,打造粮食物流加工产业区.

１８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城市.先行先试,积极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拓宽两岸产

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推动福顺半导体、绿星家居等项目建设.深

化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试点,落实落细台胞享受公租房保

障等系列同等待遇政策.办好第十届海峡青年节等对台特色交流

活动.积极推进琅岐对台货运码头建设和 “榕马航线”复航.

(五)加快区域联动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共建

推进区域协调、新区建设、老城提升、乡村振兴,加快推动

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乡村扶贫精准

落实.

１９推进福州都市圈建设.实施强省会战略和中心城市能级

提升等九大工程,推进都市圈城际铁路等６６项高质量发展重大

项目,做大省会经济圈.深化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探索城乡融合发展 “福州样板”.

加快闽东北协同区发展,推动年度协作项目尽快实现竣工投产.

２０强化区域枢纽地位.高标准推进福州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加速机场第二高速、２２８国道等一批大通道建设,

谋划推进温福、昌福、福赣、福衢等高铁建设,打造都市圈１小

时通勤圈.加快建设福厦客专、城际铁路 F１线,推动港后铁

路、丹贵公路等１６个项目开工.

２１发挥新区新城引擎作用.加速新型显示、绿色冶金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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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高端精细化工、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集聚.加快完善新城基

础配套,推进滨海高速一期、沿海防护林带等项目建设,建成滨

海新城与中心城区的半小时通行圈,强化滨海新城与松下港区、

机场空港之间的联动.推进８８个三江口片区项目建设,全力打

造 “城市会客厅”.推动闽江口、福清湾、江阴湾等区域开发

建设.

２２深入实施乡村振兴.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继续做好耕

地抛荒撂荒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１２１万亩以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力争七大特色产业全

产业链总产值超２５００亿元.持续推进乡村建设,整治农村既有

裸房３２００栋以上,新培育乡村振兴中、高级版试点村６０个以

上.加快打造提升乡村振兴精品线路,逐步形成 “串点连线成

片”的格局.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保持镇村全覆盖.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六)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打造高品质山水城市

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打

造宜人宜居宜业宜游的海滨城市、山水城市.

２３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编制完成 «福州

市碳达峰路径研究及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碳达峰时间表、路

线图.推广绿色生活方式,推进出行、建筑等领域绿色生活创建

行动,有序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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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推进城镇土地成片开发,启动南台

岛西南片区等３１个片区土地征收.推动福州山水城市、城市花

漾街区建设,提升 “两江四岸”生态廊道.全面启动新一轮缓堵

硬件建设,开工建设象山隧道改造、尤溪洲南立交改造等重大缓

堵项目,路网密度提升至８４公里/平方公里.开通地铁５号线

一期、６号线,提速４号线建设,动建２号线东延段、６号线东

调段.推进供水供气更有保障,推动高品质饮用水试点片区建

设,新建改造供水管网８０公里、燃气管网１００公里.

２５全面提升环境质量.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细

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确保空气质量排名保持全国重点城市前

列.全面提升河湖水质,重点实施闽江流域、龙江流域水系综合

治理、大学城溪源溪、大樟溪水质提升工程.提升内河品质,确

保城区内河水质主要指标达到地表Ⅳ类水要求.强化土壤污染防

治,推动危险废物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面增进民生福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群众.

２６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优质学校对大学城、滨海新

城、三江口等辐射帮扶力度,布点建设群众路小学滨海校区、十

九中滨海校区等学校.提升教研水平和教育质量,全面推动全国

智慧教育示范区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实验区建设.加快建

设一流大学城,支持闽江学院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应用型大学,
１２



加快福耀科技大学 (暂名)、天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福州联

合学院建设,筹备船政海洋 (职业)大学,引进更多国内外知名

高校在福州合作办学.

２７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稳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一

步筑牢人群免疫屏障.建成全民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全市医

疗机构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依法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力争普

惠性托育机构实现县 (市)区全覆盖.加快市皮肤病院南院等重

大项目开工建设,推动孟超肝胆医院与浙大附一医院共建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新改建全民健身设施项目３５０个、游泳池１１片、

智慧体育公园４个.

２８稳定就业鼓励创业.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的政策措施,

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留学回国人员等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兜底保障就业困难人员及零就业家庭人员,

开发公益性岗位３０００个以上,城镇新增就业１３万人以上.

２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基本

生活救助扩围政策,推动保障对象向事实困难低收入群体延伸.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４个农村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９个城市嵌入式家园.推动灵活就业人员、新业

态从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法定职业人

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

３０完善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高品质推进旧屋区改造,整

治老旧小区２００个,打造完整街区１８个.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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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９０００套,动建安置型商品房３０００套.推进租赁住房试点,新

增各类租赁住房７万套左右,确保租赁住房绩效目标如期顺利完

成.规范用地出让商品房销售指导价形成机制和价格备案工作

机制.

附件:福州市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２年主要指标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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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州市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２年主要指标预期目标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１年市人代会
通过的预期目标

增长 (％)

２０２１年预计
完成情况

增长 (％)

２０２２年
预期目标

增长 (％)

一、地区生产总值 ％ ８５ ９０左右 ８０左右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 ３２ ４５左右 ３２左右

　　　第二产业增加值 ％ ８２ ８２左右 ７６左右

　　　　＃规上工业增加值 ％ ８８ ９３左右 ８５左右

　　　　　建筑业增加值 ％ ７０ ６０左右 ６０左右

　　　第三产业增加值 ％ ９５ １００左右 ９０左右

二、固定资产投资 ％ １００ ８０ ８０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９０ ８０ ９０

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３０以内 ０７ ３０以内

五、出口总额 ％ ８０ １４２ ８０

六、实际利用外资 ％ ６０ １５４ ３０

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 ５０ １２８ ７５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５０ １１０ ７５

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８０ ８０ ８０

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８５ ８５ ８５

十、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３５以内 ３１６ ３５以内

十一、人口自然增长率 ‰ ８０ ８０ ７０

十二、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 完成省下达目标 完成省下达目标 完成省下达目标

十 三、主 要 污 染
物重点工程减排量

化学需氧量

挥发性有机物

氨氮

氮氧化物

完成省下达目标 完成省下达目标 完成省下达目标

十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降低 ％

比２０１５年
下降１９５％

完成省下达目标 完成省下达目标

十五、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率 － ０００８５以内 ０００７５以内 ０００７以内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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