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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人民政府文件

紫政字〔2019〕92 号 签发人：陈 莲

紫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

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县政府关

于 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提出了意见建议。县政府高度重视，专题研究布署，及时交办督

促，认真抓好落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决胜攻坚，坚决打赢脱贫决战”审议意见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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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全县上下始终把整县脱贫摘帽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围绕“三个落实”，系统推进“五大

工程”，强化统筹统揽，全力冲刺，决战决胜。

（一）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始终把整县脱贫摘帽作为头等

大事和首要任务，严格落实脱贫攻坚片区作战和县级领导包抓脱

贫攻坚“三个一”工作机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不断强化工作作风，不折不扣抓好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加强组织

协调、统筹各方力量，精准发力攻坚，161 个中省市县帮扶单位

驻村扶贫，3708 名干部及社会力量 667 人与贫困户结对帮扶，

建立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176 个，有效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产业大户等经营主体集聚带动效应，形成了贫困户产业链、

发展链、致富链多位一体的机制链条。

（二）突出重点，聚力攻坚。加快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本年度实施的 142 个交通保障项目、160 个水利保

障项目、60 个电力保障项目、87 个“两室一场”项目已全部建

成投用。强化住房保障，采取“县领导驻镇包抓、镇领导蹲点包

楼、帮扶干部联户包搬”工作机制，蹲点包抓干部全天候驻守工

地一线督战，倒排细化每天工程任务量，督促企业上足人力机械，

扩大施工作业面，增加施工作业时间，“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

19281 户 64176 人全部交付钥匙并实现入住。新培育社区工厂 32

家，搬迁群众较好地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突出抓好产业扶贫，

新发展魔芋 5.8 万亩、特色经济林 3.3 万亩，畜禽养殖 220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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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只、羽），实现了中长效产业全覆盖。全力推进就业扶贫，

利用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 4495 人，免费技能培训 1.2 万人，完

成劳务输出 8.2 万人次，年收入预计可达到 20 亿元。紫阳技能

扶贫经验先后入选全国优秀扶贫案例和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三）聚焦问题，全面整改。坚持把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

见和中央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组

建整改领导小组和整改工作专班，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具体抓、班子成员共同抓。针对反馈问题，全面对照、举一反

三、认真自查，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一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

单、责任清单，细化整改措施，落实牵头县级领导和责任单位，

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狠抓部署、落实、督查，认真召开脱贫攻

坚巡视考核问题整改民主生活会，确保改到位、改彻底。中央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我县的 28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其中需

要长期坚持整改的问题 22 个；中央 2018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

馈的 41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其中需要长期坚持整改的问题

32 个；2019 年国家巡查反馈的 37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其中

需要长期坚持整改的问题 9 个；省委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的

16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对需要长期坚持整改的问题，县政

府及相关行业部门共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38 项。

二、关于“奋力超越，力争实现全年目标”审议意见的落实

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认真贯彻落实县十五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

围绕县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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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努力克服下行压力，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推进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赶超发展积极有为。

（一）整体经济稳步回升。截止三季度末，全县完成生产总

值 85.74 亿元，同比增长 7.2%，较上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

其中：一产增加值 11.19 亿元，同比增长 3.9%；二产增加值 47.23

亿元，同比增长 8.5%；三产增加值 27.32 亿元，同比增长 5.6%。

固定资产投资 93.72 亿元，同比增长 7.2%，较上半年提高 6.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7.53 亿元，同比增长 9.2%，

较上半年提 4.7 高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66 亿元，

同比增长 11%，达到计划目标要求。新增“五上”企业 16 户，

完成年度计划的 100%。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0640 万元，占

年度计划的 92.5%。预计：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9940 元，同比增长 8.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930 元，同比增长 9.8%，两项指标实现计划目标。

（二）项目工作扎实推进。始终坚持项目带动、投资拉动战

略，集中人力财力，强化要素保障和进度督查，项目工作扎实推

进，投资稳步增长。一是紧盯发展“谋”项目。按照全产业链思

路，新策划包装有机硒产业开发、保健康养等为重点的项目 15

大类 200 余个，估算总投资 800 亿元；本年度 60 个重点前期项

目有序推进，估算总投资 161 亿元。二是优化机制“建”项目。

严格执行全员包抓重点建设项目工作机制，通过项目集中开工，

月查季督，县级领导分片指导推进等方式，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全年实施重点项目 150 个，易地扶贫搬迁、仁和国际社区（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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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6 个项目建成投用，县城棚户区改造等 11 个市级重点项目快

速推进。三是突出优势“引”项目。围绕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新策划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30 余个，先后到雄安新区、西安、延

安等地组织专场招商推介活动 10 次，外出开展点对点招商 60 余

次，洽谈项目 60 余个，成功签约落地项目 34 个。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支持，全县到位资金 32 亿元。

三、关于“优化升级，扎实提升产业质效”审议意见的落实

情况

始终把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和实体经济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举

措，立足富硒优势，突出问题导向，精准发力帮扶，工作成效明

显。

（一）聚焦提质增效，特色农业快速发展。立足富硒特色资

源优势，着力打造以富硒茶为主，以特色林果、魔芋等产业为辅

的“硒+X”产业体系。筹集 1.1 亿元在 176 个村设立了互助资金

协会，注入 1.53 亿元产业发展资金培育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出台《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富硒产业升级发展的实施意见》《紫阳

县茶产业“十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有力促进了

县特色产业发展。全县茶叶产量完成 7500 余吨，较上年增长 6%；

实现茶叶农业产值 18 亿元，较上年增长 25%。新规划茶园 1 万

亩，建设商品芋基地 5.85 万亩，新发展特色经济林 3.3 万亩。

新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6 家，县级农业园区 30 个，申报市级农业

园区 7个，新建三产融合示范点 5 个，新建（提升）农民专业合

作社 98 个，新（扩建）家庭农场 102 个。倾力打造特色农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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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紫阳富硒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连续四届蝉联中国十大

富硒品牌榜首，品牌价值攀升至 62.22 亿元。

（二）加快转型升级，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坚持园区承载、

集聚集约发展，工业园区道路、桥梁、电力、管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改善，新建园区标准化厂房 8 万平方米，新引进入园企

业 2 户，园区核心区入驻企业总量达到 13 户。重点工业项目加

快建设，截止三季度末，完成工业投资 20.22 亿元，同比增长

72.6%。新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 户，闽秦茶叶、紫焕茶叶等

8 户企业达成“新四板”挂牌交易辅导意向。新培育“五上”企

业 16 家；新增市场主体 3032 户，总量达到 22029 户。

（三）激发三产活力，文旅电商加快发展。“一核三线、一

城三镇”重点景区建设成效明显，文笔山 4A级景区、瓦房店会

馆群 3A景区创建工作有序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初见成效，县游

客接待中心即将建成投用，汉江水上游线开通。核心景区吸引力

和带动力不断增强，城旅、农旅、文旅、产旅有效融合，旅游综

合收入快速增长。新建电商服务站点26个，电商交易额达到1.98

亿元。

四、关于“强力推进，做好城乡 20 件实事”审议意见的落

实情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办好城乡 20 件实事，

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 84%。

（一）实事办理进度加快。全年城乡 20 件实事共涉及 40

个子项目，目前已开工 31 个，开工率达到 77.5%。其中，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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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 15 个子项目，已开工 9 个，开工率达到 60%；农村实事 25

个子项目，已开工 22 个，开工率达到 88%。9 个未开工项目中，

3 个已进入招标程序；6 个已完成可研、设计等前期工作。县城

曹家坝污水处理工程、通组水泥路、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等 11 个

子项目已建成投用。

（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紫阳中学校门改扩建完工投入使

用，向阳恒大小学（二期）、县幼儿园扩建等教育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双高双普”稳步推进，高考二本以上达线 1753 人，连

续十三年保持增长。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 32 个，实现行政村全

覆盖，新农合参保率 99.97%，城镇居民参保率达到 99.99%。44

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紫阳民歌剧入选国家剧种，

我县入围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8.2 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399 万元，城镇新

增就业 2019 人。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发放各类救助及补贴资金

5760.36 万元。

（三）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深入开展中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回头看”，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青山四大保卫战，

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全面夯实“河（湖）长制”监管责

任，深入推进违建别墅、“大棚房”、秦岭“五乱”等专项整治

行动，扎实抓好松线虫疫情防治管控，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全面推进“五边五治、四化四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完善

城乡环保设施，治理水土流失67.3平方公里，完成绿化造林5.1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6.2%，汉江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国家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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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空气质量指数保持全市前列。

在贯彻落实县人大审议意见过程中，各镇、各部门密切配合，

县政府全程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由于多方面

原因，目前仍然还存在经济发展提速不快、投资拉动不强、产业

结构不优、民生项目进度不够理想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

深入研究，积极克难攻坚，奋力冲刺年度各项计划目标。

紫阳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紫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