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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丘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解读

全市经济保持跨越发展态势
■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1 月 11 日，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发布了《关于商丘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17 年，我市扎实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全市经济保持又好又快跨越发展态势。

国民生产总值完成 2220 亿元左右

初步预计，我市全年生产总值完成 2220 亿
元左右，较上年增长 8.5%左右。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5.2%，固定资
产 投 资 增 长 12%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12.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实际利
用省外资金增长 8.3%，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
额增长 11.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8%，增速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保持在
3%的控制目标以内。

83 家企业
“机器换人”
预计全年产业集聚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 1300 亿元，实现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300 亿元。
促成 83 家企业进行“机器换人”智能化改
造。

枢纽经济迅速壮大

重点实施了 16 个重大物流项目，商丘传化
公路港物流园首批入驻客户 40 家。
全市建成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9 个，在建跨境
电商园区 3 家，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超过
100 家，
发展农村电商 2740 家。
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营，已经入驻
38 家外贸和跨境电商企业。
全市新建高标准粮田 60 万亩，全年粮食总
产量 136.2 亿斤。
培育农业产业化集群 39 个、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2959 家，
新增土地流转面积 30.5 万亩。

城乡统筹一体发展

开工建设城市道路 189 条、园林绿化项目

●2018 年目标任务

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生产总值增长 8.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实际利用省外资金增长 7%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左右；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完成省定目标。

脱贫攻坚取得较大成效

全市已完成 9.72 万人贫困人口脱贫。全市建
成扶贫车间 1034 个，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323
个。

环境治理成绩明显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PM10、PM2.5 下降幅度位居全省前列。
全市 23 条黑臭水体得到有效治理，城区 9 条
内河初步实现了水清，5 条出境河流断面符合达
标要求。

改革创新全面深化

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到年底，力争 6 个贫困县全部达到摘
帽标准，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脱贫。

促使经济稳定增长

全市省级高新区数量达到 4 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国家级 5 家、省级 4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
产业基地 4 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1 个，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 77 家。

全市第一批市级重点项目计划安排 362 个，
总投资 4478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786 亿元。
围绕信息服务、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家政、中
介等新兴消费热点，努力提高服务品质，增加有效
供给。

民生实事推进有力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全面实施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将困
难群众 85.4 万人纳入保障范围，3.1 万人实际享
受该项待遇，
结算金额 8300 余万元。
共向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
贴 6700 余万元。
免费开展了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
儿疾病筛查 13 万余例。
完 成 电 能 替 代 4.19 万 户 ，新 增 供 热 面 积
528.18 万平方米，
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6.6 万人，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 2.12 万人，困难群体人员就业 8912
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

推动一批企业进行“机器换人”智能化改造、
绿色化改造和技术改造。
2018 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4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700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 580 亿元。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重点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加快实施
医院项目和市体育中心二期等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产业，对列入省市县三级
示范基地的 50 多个健康养老项目按计划快速推
进。

《关于商丘市 2017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预算 （草案） 的报告》 解读

近 8 成的钱花在了民生上
■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商丘市财政局将我市 2017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 年预算 （草案） 提请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政府
账本亮出“家底”
，那么，2017 年钱花到哪儿了？今年的钱准备怎么花？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 122.2 亿元，实际完成 128.8 亿元，为预算的 105.5%，增长 15.2%。
全市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 334.8 亿元，执行中因新增省补助、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472.6 亿元，实际完成 463.3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98%，增长 9.1%。

●去年的钱主要花哪儿了

政策和措施落地

拨付资金 21.2 亿元，重点用于城市路网、园林
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筹措资金 5.2 亿元，用于产业集聚区、商务中
心区、特色商业区建设及产业集聚区发展先进单
位奖励，提升产业集聚区保障能力，壮大产业集聚
规模。
筹措资金 8 亿元，支持黑臭水体治理、
“ 双替
代”工程、乡村清洁工程、生态林业发展和退耕还
林，支持散煤燃烧治理、秸秆禁烧、扬尘治理、黄标
车提前淘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等。

支农
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
8.9 亿元；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资金 1.1 亿元；筹措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1.8 亿元。
落实资金 2.5 亿元，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等高标准粮田建设；争取产粮、产
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3.9 亿元；筹措资金 4.9
亿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0 亿元统筹用于脱贫攻坚工程。

民生

全市财政民生支出 369 亿元，占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79.7%。
全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7.1 亿元；全市财
政教育事业支出 85.1 亿元；全市财政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支出 60.4 亿元；全市财政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 3.5 亿元；全市财政住房保障支出 28.4 亿
元；
全市财政公共安全支出 22.3 亿元。

●今年的钱主要往哪儿花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35.9 亿
元，预算支出总计 235.9 亿元。市级当年财力安排
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0.9 亿元，比 2017 年预算增
长 18.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5 亿元，增长 12.1%；
公共安全支出 8 亿元，增长 6.9% （剔除环豫
检查站建设、平安系统建设等一次性因素，同比
增长 11%）；
教育支出 10.7 亿元，增长 21.2% （剔除教育
系统增编预留调资因素后同比增长 14.2%）；
医 疗 卫 生 与 计 划 生 育 支 出 4.8 亿 元 ， 增 长
1.6% （剔除 2017 年市中心医院儿科病房楼和市中
心血站业务楼建设一次性因素后，同比增长
12.5%）；
预备费 1.4 亿元，下降 14.5%。

聚焦商丘两会

2017 年粮食总产量 136.2 亿斤

128 个、治污治水项目 34 个、便民公园 12 个、垃
圾中转站 20 座、公厕 30 座，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
提高到 50%，燃气普及率提高到 96%，供水普及
率提高到 82%。
完成棚户区改造 11.6 万套、3142 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