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民区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文件之２

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在牡丹江市爱民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区　长　王晓宇

(协 商 稿)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审议,

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和２０２１年工作回顾

爱民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在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和政协的监督支持

下,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依靠

全区人民,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 “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十三五”规划胜利收官,“十

四五”规划顺利开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爱民区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这五年,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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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部署在爱民落地生根.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综合

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以三大攻坚战阶段性成果筑牢爱民发展稳定 “基本

盘”.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目标,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国

家脱贫标准线３倍以上.全力推进污染防治,“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持续推进 “违建清底”和

“绿卫”行动,按时限完成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

作,全区违规占用耕地非农设施得到有效整治.顺利完成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新一轮反馈问题整改,牢

牢守住生态红线.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增收节支,累计

偿还历史陈欠３９３０万元,坚决守住债务不超限、资金不断

链的底线.

———这五年,我们深挖优势潜力、顶住下行压力,城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坚实.落实落靠习近平总书记 “五

个要发展”等重要要求,扎实做好 “三篇大文章”,秉持

“一体两翼”发展思路,深入实施 “六大工程”,全区经济保

持高质量发展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３７％、２１９％、４５％,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实现１６亿元,规上工业产值实现１３５亿元.招

商引资到位资金和向上争取资金助力项目建设,新上亿元以

上项目２１个,签约落地１０亿级以上项目２个.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及新材料３个主导产业初具规模,规模以上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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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到２３户,产值超亿元企业３户.农业粮食总产量达

２７万吨以上,农林牧渔总产值年均递增５％,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实现２万元以上.南北太平路全面贯通,火车北站

和公铁联运即将建成使用,总投资８０亿元的月星环球港项

目进展顺利,“一核多点”商业发展模式形成,批发零售业

销售额、住宿餐饮业和租赁业营业额累计突破亿元.主动参

与第四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一带一园一厅”文旅产

业布局、景区景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日臻完善,２个精品文

旅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这五年,我们坚持多措并举、持续改革创新,桥北

振兴内生动力不断迸发.完成党政机构、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国家级 “救急难”试点区等重点领域改革任务. “放管

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造区政务服务大厅, “一站式”办

理政务服务事项２２５项,“一网通办”率达９５５％,企业和

群众好评率达９９６％; “清赖行动”偿还资金９３９７７２万

元.新增市场主体１０１０２户,企业年报率稳居全国首位.新

一轮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２１
户,高新技术企业增长２２７３％.

———这五年,我们始终牢记宗旨、大力改善民生,百姓

福祉不断增进.民生领域累计投入资金９８亿元,年均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７４４％,５０件利民实事完成年度任务.

城镇新增就业３７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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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困难救助标准实现 “五连增”.“两站一中心”退役军人

服务站、“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和城乡儿童之家实现全覆盖.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逐年提升, “健康爱民”建设成效显著,

家庭医生签约率达７０％以上.学前教育 “三率”达到国家、

省定标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实施 “五

项革命”,乡村环境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农民住房、饮水等

民生保障性问题妥善解决.改造老旧住宅小区３５个１０１万

平方米.高质量完成央企职工家属区２２５栋楼物业分离移

交.加大力度化解逾期未回迁问题,完成１２个项目房屋征

收工作,回迁安置居民３５３４户,发放安置费近７０００万元.

文体惠民、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取得新成绩,社会大

局保持稳定.

———这五年,我们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治理效能,政府

自身建设显著加强.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

作全过程,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和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驰而不息反 “四风”转

作风,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政府机构改革顺利

实施,组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深入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政府 “工作规则” “议事规则”,

高效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１８７件,办结

率１００％.先后荣获省级文明城区、省双拥模范区、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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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区等各项荣誉称号.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也是第十五届政

府工作收官之年.一年来,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

区委决策部署,全力实施 “六大工程”,砥砺奋进、实干苦

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 “十四五”

良好开局.

一是疫情防控常态推进.压紧压实 “四方责任”,全面

加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抵御住多

轮省内外疫情冲击,排查管控各类重点人群１０４１７人,核酸

检测２５类重点人群和物表及环境９万余次,接种新冠疫苗

５２８万剂.储备流调队伍１００人、隔离房间１０２３间,备足

各类防疫物资.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应急演练１８次,提升

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二是项目支撑坚实有力.深入推进 “双十三”产业项目

攻坚行动,全年谋划包装项目１３６个,洽谈推进项目１１３
个,签约项目３７个,实现开复工项目３８个.仁合堂检测中

心、佳友电器扩能改造项目投产达效,灵泰药业富硒产品、

康之源粮食仓储项目完成阶段目标,旭日新材料、北方阀业

小微园区等盘活闲置资产项目进展顺利,晟康乐医养中心、

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如期完工.２２个市百大项目完成当年

投资１２２２亿元,开复工率、投资完成率、资金到位率、按

期竣工率均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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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工业经济稳步复苏.坚持 “工业立区”不动摇,生

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３个产业主导地位突显.生物医

药产业裂变扩张.恒远药业扩能改造项目开始试生产,新上

制剂项目前期研发工作有序开展.灵泰药业富硒产业链不断

延伸,与高校合作研发饲料、富硒肥、药妆等新产品.黑宝

药业冻干粉产品成功打开市场,单品年销售额超过１３００万

元,产值同比增长６０％.仁合堂药业蓝靛果等系列功能保

健品已投入市场,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装备制造业竞争力

增强.富宇汽配、诚鑫机电新上扩能改造项目当年投产,产

能进一步提高.通用石油成功开拓中海油市场,林海石油、

井田 石 油、天 擎 科 技 等 １２ 户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同 比 增 长

１３７％,专利技术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新材料产业蓄势待

发.大庆路新材料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园区总体规

划、产业规划等前期手续办理接近尾声.

四是贸旅发展活力释放.全力助推月星环球港项目、牡

丹江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区项目和牡丹江医疗耗材综合

服务产业中心项目取得新进展.万腾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一

期投产运营.推进牡三沿线乡村 “景观带”建设,完成黑宝

熊乐园国家４A级景区复核工作和熊文化馆内部改造. “爱

民记忆馆”全面开放,杨子荣事迹馆被确定为市党史学习教

育基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是乡村振兴成效明显.突出特精农业产业发展.笨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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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二期项目投入使用,沐林养殖基地二期扩建、三道关村棚

室回购、废弃菌袋回收中心等项目稳步推进.推广中草药种

植面积１４４亩,栽种红松、云杉、王族海棠等各类绿植２９４
亩.引进 “兰岗１００号”,盘活丰收村闲置棚室１６８栋,丰

收大地百果园种植规模扩大,丰收莓瑰农业观光采摘基地成

为全市最大的有机草莓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龙猫养殖基地

—枫丹龙猫养殖基地营业收入近千万元.实施村庄环境整

治、村屯绿化行动,改造农村危房５５户,农村室内改厕６０
户,１２个村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建立运行.开展域内水体治

理,新建污水收集池４个,清理银龙溪、丰收河、三岔河等

河流２６５公里,域内水质明显改善.新增绿化１１万平方

米.完成 “大棚房”回头看、设施农用地违规占地、违建别

墅及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排查工作任务.全区１２个村收入均

超过１０万元,八达村被评为全市十佳奋进村,八达村沐淋

生物科技项目被评为全市十佳项目.

六是改革创新持续深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梳理公布

政府权责清单４９４项,拓展 “一件事一次办”覆盖面,重点

领域３５个高频事项试行 “一事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

办率达９７６％,企业开办实现全程电子化,服务质效全面提

升.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果,企业成功申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近２０项,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２４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９家,５家企业被评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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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民生保障能力提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

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镇 (街道).实

施办学环境提升工程,升级改造 “八校一园”基础设施,代

表全市迎接省对县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落实 “双

减”政策及 “五项管理”,摘牌不合规培训机构４４所.构建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达标.６０岁

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检测率达９８％以上,传染病防控能力得

到提升.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覆盖率达８０％.落实省社工站 “蒲公英”

计划,兴平街道社工站成为全市首家运营的社工站.不断提

升城市品质,清理垃圾２３万吨、乱堆乱放１３００余处、小

开荒１６万平方米,拆除配 (违)建棚厦、车棚、看护房等

１３６５处９０９３平方米,新建绿地１３处近７万平方米.完成７
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受益居民１０６９１户;全力化解房

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完成回迁安置５５９户,发放安置费

６５０万元.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圆满完成村 (居)民委员会

换届工作;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挂牌成立 “一站

式”非诉讼纠纷解决中心,排查矛盾纠纷９７件,调解成功

率达９５８７％.着力保障安全稳定,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营造持续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化解省、市交办重复

访和积案达１００％,实现重要时间节点 “零非访”.

—８—



各位代表! 过去五年,动力与压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

存.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大考,我们始终肩负重点地区疫情

防控重任,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一线调度,广大医务工作者

冲锋在前、日夜奋战,负责转运、排查、流调及隔离的 “幕

后英雄”逆行而上、从未退缩,机关干部下沉社区、默默坚

守,街道 (镇)社区 (村)基层干部和志愿者义无反顾、无

私奉献,人大政协、群团组织、人民教师、公检法、城管税

务及所有驻区单位服从大局、勇于担当,社会各界守望相

助、和衷共济,全区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全面打响疫

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歼灭战,筑牢了 “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群防群控、群体免疫”四道坚固防线,彰显了人民至

上、无私无畏的爱民担当.面对经济下行、疫情冲击、自然

灾害等复杂严峻形势,我们坚定信心、稳中求进,科学谋

划、精准施策,爱民振兴发展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脚步不

停.五年来,我们取得的每个成绩、每份荣誉、每项成就,

都是干出来、拼出来、闯出来的! 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科学决策,得益于区人大和政

协的有力监督、大力支持,得益于历届领导和同志艰苦创

业、薪火相传,得益于全区上下团结一心、不懈奋斗.在

此,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各位代表和全区广大干部群众,

向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向所有为爱民区发展付出心血的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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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者、奋斗者、守护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

难和挑战.境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疫情呈现多地局部聚集

和零星散发态势,疫情反复状态仍将持续;产业结构不优,

经济总量不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滞

后;乡村振兴和城市现代化任重道远;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

保障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对此,我们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

以解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

力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

二、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未来五年,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推

动爱民晋位争先振兴发展的关键五年.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指示,始终与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把党中央的好政策变成群众

的自觉行动,团结带领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政府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和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我省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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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面贯彻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 “五

市”战略和打造 “六个牡丹江”要求,坚持 “一体两翼”发

展战略,立足工业立区、贸旅活区、创新兴区、生态宜区、

人才强区发展定位,深入实施 “六大行动”,构建 “一核两

带五园”产业布局,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稳

步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弘扬 “勇毅、创新、高效、和

谐”的爱民精神,打造有魅力、有活力、有动力的爱民,奋

力谱写爱民晋位争先振兴发展新篇章.

发展目标是,锚定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远景目标,坚持以工业为主体,以商贸文旅和特色农业为两

翼的 “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实施 “六大行动”,如期完成

“十四五”规划任务,全面实现 “八个新跨越”,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

总量大幅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进入全市前列,发展质量

和效益显著提高,区域竞争力不断增强,跻身优秀城区行

列,步入城区第一方阵.

———现代产业发展实现新跨越.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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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步伐加快,工业主体地位更加凸显,贸旅融合转型

升级.产业层次迈向中高端,打造 “４＋３”优势产业,生物

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绿色食品 “四个主导产业”形成

规模,商贸服务、文化旅游及数字经济 “三个成长型产业”

协同推进.“一核两带五园”产业布局基本构建,环球大道

商业核心区、爱民 (牡三)乡村振兴示范带、三道关生态文

旅观光带、大庆路新材料产业园区、机械加工园区、医养康

养服务园区、大学城产教融合示范园区、绿色食品加工园区

一体联动、有序发展.

———产教融合实现新跨越.科研院所和高校集聚优势充

分释放,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增强,创新内生动力持

续提升.科技研发平台建设提质升级,科技创新与工业、特

色农业、新文创及 “互联网＋”深度融合,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改革开放实现新跨越.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基本形成,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借助自贸区绥

芬河片区、绥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对外开放效应,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链接能力持续提高.

———生态文明实现新跨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 “河长制” “林长

制”“田长制”工作严格落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绿

—２１—



色 “家底”更加殷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地

生根,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型,旅游、康养、食品、医药

等绿色经济有序发展.

———社会文明实现新跨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

心,社会主流价值广泛传播,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取得实效,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

的良好道德风尚加速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

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爱民文化活动品牌叫响牡丹江,百姓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民生改善实现新跨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

村振兴全面推进,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

显提高,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共同富裕基础更加坚实.

———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跨越.“平安爱民” “法治爱

民”建设一体推进,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机制更

加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全面提高,自然灾害防御水

平明显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机制更有实效,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人民群众生活更有安全感.

三、２０２２年重点工作任务

２０２２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新一

届政府工作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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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按照市十三次党代会和区十一次党代会安排部署抓落

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经济发展,继续做好 “六

稳”“六保”工作,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加快爱民区晋位争

先、振兴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年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预 期 目 标 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０％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１０％,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

(一)慎终如始落实责任,保障防疫常态长效.坚持内

外同防、人物环境同防,坚决做到 “四早”“九早”“十个到

位”,以过硬措施守护城区安全.一是从紧从严落靠防控措

施.发挥叠加覆盖式网格排查体系优势,从严从快做好风险

人员排查管控,做到不漏一人.按照 “查、控、检、访、

隔”全程闭环管理要求,持续做好隔离转运、检测消杀等工

作.严格开展进口冷链食品和非冷链货物市场监管,坚决阻

断疫情输入渠道.二是持之以恒抓实防控重点.从严从细抓

好农村地区、重点场所、重大活动防控,持续落实防疫 “三

宝”措施,降低聚集风险.压紧压实医疗、教育、养老院等

重点机构防疫责任,分级分类做好重点人群防护.持续加强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筑就全民免疫屏障.三是全力以赴做好

应急预警.加强医院、药店、发热门诊等哨点管理,切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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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监测预警作用.常态化开展全要素、全场景、全流程、全

链条应急演练,查摆漏洞.强化流调溯源、核酸检测、隔离

转运等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二)实施产业项目攻坚,持续增强发展后劲.围绕 “４

＋３”主导产业发展,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

向上争取.一是强化产业项目建设.开展 “１５５３”产业项目

攻坚行动,谋划项目１００个,推进重点项目５０个,签约项

目５０个,开复工项目３０个.重点推进灵泰药业富硒产品、

华誉食品扩能改造,康之源数字化车间、笨笨乐沼液复合肥

等省市百大项目和区级重点项目开复工建设,确保项目 “四

率”如期达标.二是提升精准招商实效.深度挖掘本地企业

招商线索,建立新谋划招商线索、可签约项目、可落地项

目、既有企业扩能改造项目４本台账,围绕重点招商线索、

重点企业和项目,专班逐项调度督办;强化 “走出去、引进

来”战略,按照我市招商引资重点活动计划,围绕京津冀、

珠三角、闽东南等发达地区,与江西省电瓷商会、晋江市工

商联总商会、哈尔滨泉州商会深度对接,确保高压电瓷合作

重组、磷酸二氢钾等项目顺利签约.三是优化项目跟踪服

务.保持推动产业项目建设高压态势,强化处级领导包保力

度,对唐长城、恒远药业新上制剂等洽谈推进项目,逐个落

实生产要素配套方案,集中解决制约问题,确保项目尽快签

约落地.推动月星环球港、笨笨乐二期、大河木业中密度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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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板等续建在建项目加快投资进度,狠抓提速建设.开辟项

目开工建设绿色通道,通过全过程、高效率 “一条龙”服务,

加快推进师院教育实训基地、红旗医院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

地等项目,全力保证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四是加大对上争取力度.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及投资方向,对

上全力争取项目资金.完成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项目、爱

民福利院项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应急物资储备库等谋划包装项目以及重点产业项目前期

手续,争取国家、省资金支持.聚焦中央预算资金、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和投放领域,全年对上争取资金４亿元.

(三)推动工业转型提级,筑牢城区经济根基.做强龙

头、做大规模、做优科技、做响品牌,持续发展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绿色食品 “四个主导产业”,夯实工业

主体地位.一是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推动灵泰药业、黑宝药

业等通过引进外资、合资、并购、区域联合等方式,进行优

良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鼓励恒远药业、仁合堂等企业加快

新产品研发投产进度,不断开拓新市场,促进医药产业提档

升级.全力推进高仕达智慧矿山设备园区、通用石油和林海

石油扩建等项目年内取得阶段性进展;加快林海石油、北方

油田、万通微孔等装备制造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合作

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产品向中高端领域转型升级.二是

提升平台承载功能.完成大庆路新材料产业园区总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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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办理安评环评等前期手续,加快申报省级化工园区,

招引非高危精细化工项目入驻,逐步形成精细化工产业集

群.组建诚鑫机电、工具公司、北方阀业等企业联盟,申请

军工企业资质,承接军工订单.抢抓煤矿企业升级改造契

机,建立矿山机械生产基地,抢占矿山机械市场.盘活三都

纸业、千秋肥业、长虹油墨等闲置资产,招引装备制造企业

入驻,谋划建设机械加工园区.全面发展食品和农副产品精

深加工产业,以八达村食品加工企业为基础,建设 “绿色食

品加工园区”,集聚优质食品加工企业入驻.支持康之源营

养米粉、华誉食品等新上项目建设,全年力争新引进食品加

工项目５个以上.三是助力骨干企业发展.利用规上企业培

育库,助力企业 “个转企”“小升规”,力争全年新增规上企

业３户.秉持 “用心当好服务企业四员”理念,系统梳理、

整合上级涉企优惠政策,一企一策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促进

惠企政策 “稳落地”;强化对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案件办结监

督,探索推行容缺受理、上门服务等新模式,建立健全 “政

府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责”机制,全力打造 “办企有人

帮”服务品牌.围绕 “流程优化、一网通办、环境监督”等

重点领域细化服务措施,拓展 “一窗”综合受理和 “一件

事”集成服务覆盖面,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全力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

(四)释放旅发综合效应,打造贸旅活区样板.借助旅

—７１—



发效应提振城区消费,主动适应消费新需求,推动商贸、文

旅、康养等产业提档升级.一是做活商贸产业.加快推进医

疗耗材综合服务产业中心项目投产运营.发挥月星环球港品

牌号召力和影响力,以环球大道为核心区主轴,打造以 “城

市综合体 (广场)＋特色商业街区”为主导,特色餐饮、商

业贸易、金融保险、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业态多元叠加的

“环球大道商业核心区”.二是做优文旅产业.科学布局全域

旅游,制作爱民区文化旅游地图,推进三道关国家森林公园

A级景区提升和唐长城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全力打造 “三道

关生态文旅观光带”,依托丰收满族风情村、杨子荣事迹馆、

“爱民记忆馆”、牡纺青年知青文化、海东青研学教育、炮校

红色教育资源,做好 “旅游＋”文章,擦亮 “魅力山川、灵

秀爱民”文旅品牌.与国投等市场投资主体开展合作,在雾

溪谷、小黄山景区引进药膳康养、唐风民宿、关东美食、灯

光秀等项目.三是做实康养产业.发挥医疗资源集聚优势,

推广医疗＋健康＋养老模式,打造 “康养医养服务园区”.

扶持圣林老年休养中心、晟康疗养院,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与国投对接合作推进康养项目,实现康养产业规模化、

集群化发展.

(五)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三农提质增效.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聚焦产业项目建设,统筹推动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着力打造 “爱民 (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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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振兴示范带”.一是壮大农业经济发展.狠抓农业

生产保障供给,落实 “菜篮子”制度,全年种植蔬菜面积

３５００亩;推进 “笨笨乐”扩量升级,生猪年出栏量同比增

加５％,畜牧业产值同比增加５％;大榛子、沙棘、红树莓、

富硒农产品等中药材种植和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到２０００亩.

提升鸵鸟观赏园、草莓采摘园品质,建设龙猫体验馆、小动

物亲子乐园项目.加强与军马场农业领域合作,盘活丰收村

闲置土地资源,围绕城市 “菜篮子、果盘子”,引进特色果

蔬种植项目,建设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引入特色美食、休

闲采摘和农旅观光等产业项目１０个以上,全力打造 “草莓

之乡”“龙猫之乡”,多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新培育省市

级农业龙头企业５家以上,新申报绿色食品认证产品５个.

二是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完成全

区乡村振兴产业和人居环境规划编制.实施牡三公路休闲产

业观光带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规范建筑风貌,开展绿化美

化;大力推动 “５＋１＋１”工程,加快八达、丰收、三道关

村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完成丰收村、三道关村巷道路面硬

化、三道关六村桥梁建设、大砬子村通村公路修缮,建设北

安村 “党建文化广场”、丰收村 “双拥文化广场”;完善农村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体系,加快秸秆及废弃菌包综合利

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确保村屯卫生环境显著提升.三

是激活农村发展活力.坚持 “四个不摘”,推进脱贫攻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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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落地见效;完成高标准智能温室和畜

禽养殖等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致富.

成立区级农旅发展公司,增强区域农旅产业投融资合作能

力.有效巩固村集体 “清化收”和 “三资”清查整治成果,

盘活集体闲置资源资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年收入５０
万元村达到２个.全面落实 “河长制、田长制、林长制”,

坚决防止 “大棚房、违建别墅”问题反弹,按照政策做好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

防止 “非粮化”,严守耕地红线.

(六)扎实推进产教融合,持续放大比较优势.坚持科

教强区战略,释放科研院所和高校聚集优势,打造 “大学城

产教融合示范园区”.一是深挖资源潜力.在区属学校中深

度开展 “校—政—校”合作项目,发挥７所战略合作高校、

３所硕士实践基地挂牌学校基础教育岗位实践优势,实施教

学质量合作提升工程,达到互惠共赢目标.二是促进业态融

合.引导传统企业发展产业数字化,鼓励康之源等骨干企业

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改造、整合、提升,培育

数字经济领先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２８家.与国投

集团深度合作,整合闲置资产和工业文化遗产,共同谋划包

装、建设爱民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三是加强示范引领.重

点推进灵泰药业与东北林大在工艺提升、药妆和保健食品等

方面合作研发进程,仁合堂药业与医学院、师范学院、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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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东北农大、省绿色食品农业科学院在技术改造、检验

检测等方面开展技术合作.与黑幼专共同打造建设幼教中心

合作平台,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与林海石油打捞工具有限公

司、北方油田机械有限公司和牡丹江市晟康疗养有限公司合

作建设大学生创业实训基地３处.

(七)聚焦共同富裕目标,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务实办好１０件民生实事.一是推

动更高质量就业.拓宽就业和增收渠道,援企稳岗 “稳存

量”,扶持新兴产业 “扩增量”,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落实扶持灵活就业补贴政策,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５％以内.二是持续加强社会保障.严格落实低保、特困、

临时救助、住房救助等政策,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关心

关爱残疾人、孤困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开展 “双拥”

活动.逐步健全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三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提档升级工程.

加大普惠公办园建设,保障学前教育 “三率”目标.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实施 “区管校聘”人事制度改革、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持续有效落实 “双减”政策.建设核酸实验室及

生物实验室,完成黄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和设备购置

工作.开展基层机构标准化建设活动,力争社区卫生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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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达标率１００％,完成公共卫生１４项服务,不断提高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四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积极推进

民办养老机构规范化建设,完善街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持续优化基本社会服务.梳理

社区工作事项,进一步推进社区减负增能;大力开展全省街

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创建工作,完善基层网格化管理和服

务机制,使社区治理和服务更加精准高效.五是加快建设美

丽家园.高标准完成１８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扎实推进２６
个地块棚户区改造任务,不断提高居民安居水平.继续抓好

６号棚户区项目收尾工作,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处理８号

棚户区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春秋两季城乡卫生环境整治专项

攻坚行动,推行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六是保持社会大局

稳定.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利民工程,扎实推进 “八五普法”,

社区 (行政村)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覆盖率９５％,公共法

律服务覆盖率１００％,打造公共法律服务 “半小时”服务

圈.从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坚持 “三到位一处理”原则,稳妥处置

信访违法行为,确保 “冬奥”“两会”“二十大”和谐稳定.

(八)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凝聚强大发展合力.对照新

时代、新要求,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坚持把党的领导

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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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拥护 “两个确

立”,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

践者,确保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严格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维护政府系统意识形态安全.二

是坚持依法行政.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区,持续运用法治思

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健全

重大行政事项决策机制,不断提升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和法治化水平.深入推进政务公开,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

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扎实做好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等工作,确保政府工作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

平高效.三是坚持转变作风.大力弘扬担当作为精神,敢于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

盾.充分发扬 “钉钉子”“马上办”“办到底”的工作作风,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跳起摸高,做到 “不为不行找借口,

只为可行找办法”,确保定下的事情执行到位,部署的工作

落实到位,让干事创业、勇于争先成为新一届政府的主旋

律.把主要精力放在抓落实促发展上,牢固树立 “坐不住、

慢不得、等不起”的紧迫感,坚决做到雷厉风行、进取担

当、善作善成,以实干实效取信于民.四是坚持清正廉洁.

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 “一岗双责”,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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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和省委市委有关规定,严防

“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

加强节约型机关建设,强化预算管理,优化支出结构,确保

把有限的资金用到 “刀刃上”和紧要处.紧盯政府采购、工

程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重点岗位廉政风险防控,严惩各类违

纪违法行为,努力让政府系统正气永驻、清风常在.

各位代表,蓝图绘就,惟有奋斗;扬帆破浪,正当其

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正确领导下,以更加开阔的视

野、更加非凡的气魄、更加昂扬的斗志,激情担当干事业、

奋勇争先创一流,奋力谱写爱民区晋位争先振兴发展新篇

章,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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