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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兰西县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草案）

在兰西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2017 年 12 月 22 日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大会报告全县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请予审议。

一、2017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17 年，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和

县政协监督指导下，大力实施“现代工业之城、绿色物产之城、

生态旅游之城”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民生社会

事业发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年末，全县生产总

值实现 68.5 亿元，增长 7.4%；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3.04 亿元，增

长 1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9 亿元，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实现 26 亿元，增长 9.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 8245 元，

增长 1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7159 元，增长 14%。

（一）工业经济拉升作用稳步提升。预计年末，全县规上工业

增加值实现 14.6 亿元，同比增长 8.2%。一是园区经济支撑作用显

著提高。投入资金 2755 万元，征收土地 12.3 万平方米，硬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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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 公里，建成休闲公园 1 处，安装路灯 188 盏，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日臻完善。新入驻企业 16 户，入区企业达到 74 户，投产

39 个，园区工业总产值实现 23.2 亿元，利税实现 3.8 亿元，拉动

就业 4000 人次。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释放贫困县 IPO

绿色通道政策，培育哈三联在主板上市，艾禾牧业、华源喷灌、

华辉牧业在新三版上市，泽林科技、路易斯通、月盛汽车在四板

上市，上市企业实现快速发展。三是产业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截

至目前，全县开复工产业项目 58 个，总投资达到 45.78 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达到 36 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入统 8.5 亿元，其中

牧原、育兰、安佑等 10 个固定资产投资超亿元项目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实现入统 4 亿元。四是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以哈

三联制药为代表的医药化工、以华源灌排为代表的农业设备制造，

以泽林科技为代表的建筑材料，以众合鑫成为代表的新材料、以

安佑科技为代表的饲料加工等行业竞相发展。

（二）现代农业构建再创新成果。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主

线，持续深化现代农业改革，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一是

农业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大力实施“一减四增”工程，种植结构

调整达到预期。全县玉米种植面积 205.1 万亩，调减 13 万亩；水

稻种植面积 16.09 万亩，增加 2.34 万亩；大豆种植面积 5.3 万亩，

增加 1.3 万亩；瓜菜种植面积达到 35 万亩，增加 10 万亩，粮食

生产实现“十四连丰”。二是绿色农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推广“三

减”技术 45 万亩、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120 万亩、耕地有机质提升

技术 45 万亩、寒地蔬菜优质高效生产集成创新栽培技术 8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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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种植面积 125 万亩，高标准打造水稻、

杂粮、牧草等绿色种植业示范园区 56 个，总面积 7.93 万亩。以

202 国道沿线为重点，建设万亩蔬菜园区 3 个，千亩蔬菜园区 17

个，总面积 5.3 万亩。三是产业组织经营结构不断优化。农村信

用联社、农商村镇银行、邮政银行、农业银行发放土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 4245 万元，土地抵押面积 5973 万亩。以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养大户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到 3803 家，入社农户达

到 25890 户。全县土地流转面积 95 万亩，规模经营面积达到 85

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 37.9%和 33.9%。四是畜牧产业规模化

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全力推进“两牛一猪”产业发展。牧原集团

生猪养殖项目完成投资 3 亿元；安佑集团 1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完

成投资 1.3 亿元；12 个规模养殖场建设工程已完工，年底前投入

生产；大辉、平远、鸿达、华辉、瑞源、和畅等奶牛、肉牛养殖

项目均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预计年末，全县生猪、肉牛、肉羊、

家禽饲养量分别达到 115 万头、12.5 万头、25.5 万头、372 万只，

同比增长 8.5%、4.1%、6.3%、1.9%；奶牛存栏 10000 头，增长 22.1%，

畜牧业总产值实现 23.5 亿元。

（三）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挖掘现代服务业发展内

生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提质量、扩规模。一是旅游产业发

展质量提升。黄崖子民俗文化旅游村完成整体升级，东北村落文

化旅游产业带，被列入 2017 年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与哈市冰

雪投资公司进行合作，完成兰西冰雪旅游项目实施规划。启动康

荣玫瑰小镇建设工程，200 亩玫瑰花海完成建设，11 栋 5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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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回迁楼和 8000 平方米停车场建成投入使用。二是商贸物流产业

发展稳步推进。智慧物流体系正在形成，百世快递、德邦快递等 7

家快递企业已正式入驻，邮政、县社物流即将入驻；依托杂粮、

蔬菜等资源和产品优势，新增外贸进出口企业 3 家（农垦盛康食

品、欣讯农业、吉之北生态农业），出口企业群体不断扩大。预

计全县进出口总额完成 33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7.1%。实际利用外

资 31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7.3%。三是电商产业实现新突破。以京

东商城中国特产兰西馆为载体，8 大类 70 多种农特产品实现线上

销售；全国亚麻产业交易平台已开通试运营；以林语花溪电商公

司和大米网子公司为依托，百余种绿色无公害农产品集中展示。

与北京奥科美公司合作，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一期完成建

设，200 万亩耕地可实现全程追溯，有效保证了农产品从农田到餐

桌的品质和安全。

（四）扶贫开发再续新辉煌。创新扶贫举措，脱贫攻坚取得

显著成效。一是“回头看”扎实开展。按照全省脱贫攻坚“回头

看”工作要求，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重新识别，精准识别

建档立卡贫困户 6161 户、13870 人；未出列贫困村 49 个，未脱贫

户 5712 户、12795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动态管理。二是产业

扶贫成效明显。实施种植、养殖、加工和光伏四大类 119 个产业

项目直接参与扶贫带动，共带动贫困户 5788 户。强力推进转移就

业，887 户贫困户、1335 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户均收入 1.4 万

元。稳步开展金融扶贫，建立风险补偿和财政贴息机制，发放扶

贫贷款 1.15 亿元，带动贫困户 2397 户，户年均收益 3300 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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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保障”和“三有三通”取得实效。1131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通过“五助四帮两免一补”优惠政策享受了政策资金补

助；通过提高贫困户报销比例，解决了因病致贫返贫问题；通过

维修、翻建、租赁置换、入住公租房等方式，使 2149 户贫困户住

上安全房。投资 1.2 亿元，解决了 326 个自然屯饮水安全问题；

改造村屯道路 248 公里，升级改造村卫生室 61 个，建贫困村文化

活动广场 19 个，全县 50 个贫困村“三有三通”指标全部达到出

列标准。四是驻村帮扶工作成效明显。建立“5432”帮扶机制，

县派党员干部 1001 名，县乡村参与结对帮扶党员干部 2614 名，

结对帮扶贫困户 6161 户，实现了党员干部与贫困户“一帮一”全

覆盖。全县 105 个村全部派驻了驻村工作队，其中 50 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分别由 6 个省级、3 个市级、41 个县级工作队组成。

（五）一体化城乡建设再创新成果。突出顶层设计，高起点

谋划、高质效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是城乡载体功能完善

提高。总建筑面积 23.7 万平方米的开元尚居三期、唯美嘉园等 7

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基本完工，部分居民已入住；棚户区改造项目

有序推进，棚改一期 2140 户征收工作基本完成，棚改二期前期各

项手续已办结，完成征收 1835 户，棚改三期、四期前期准备工作

基本完成，投资 2421 万元的星月家园棚改项目已建成投入使用。

投资 3.5 亿元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城镇道路等 8 个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二是美丽乡村建设完美收官。康荣乡、

燎原乡实现了撤乡建镇。完成 22 了个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编制任

务。1 个重点镇、5 个达标村、6 个示范村建设，顺利通过省市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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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投资 1.87 亿元，硬化改造通乡通村路 430 公里，农村行路难

问题成为历史；投资 1200 万元，高标准绿化村屯 8 个，栽种各类

灌木、景观树 2300 亩，完成造林 7000 亩。

（六）民生事业发展再创新佳绩。大力推进民生事业项目实施，

民生事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一是教体事业实现快速发展。投资

1.06 亿元，完成了全县学校布局调整和校舍维修。实施“教师国

培计划”，与哈市继红小学、三十五中、九中等名校结成帮带对

子，教师素质得到显著增强，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腾讯智慧校园

走进兰西，兰西成为东北首家教育移动信息化示范县。全民健身

计划顺利实施，新建可移动冰场 2 个、社区多功能体育运动场 1

个、社区乡村健身路径 104 套、标准化足球场地 3 个、笼式足球

场地 2 个。二是医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医疗改革稳步推进，完

成了县乡村三级智慧医疗平台和网络建设；总投资 7606 万元的人

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建设项目，完成工

程总量的 60%。乡镇卫生院基本药物扩大到 256 种，常住人口家庭

医生签约率达到 60%，贫困户达到 100%。三是社会保障全面加强。

全年共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1.49 亿元，城乡 6.36 万人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全面落实“彩虹工程”、公益岗位等就业政策，城镇新

增就业4158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573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2%

以内，全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 15239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参保 9690 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 139410 人，失业保险

参保 1652 人。四是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投资 7500 万元的撤并建

制村和窄路面加宽工程项目全部完工；投资 2600 万元的绥肇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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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段改造工程和投资 1266 万元的公益路、纵三路等 4 条城区道

路投入使用。投资 5600 万元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已开工建

设；远大污水处理、榆林垃圾转运站、存量垃圾治理等项目正在

做前期准备工作；投资 5225 万元的泽惠医养结合、残疾人托养中

心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

2017 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也应看到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一是发展方式相对粗放。新型

经营主体带动能力还不强，农产品相当规模还以“原字号”入市；

工业企业数量少、体量小、市场竞争力弱；传统服务业占比大；

互联网+产业等新兴服务业态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金融服务尚未形

成有效支撑体系。二是经济结构不优。三次产业比例不协调，一

产不忧、二产不强、三产不活，转型发展任重道远。三次产业发

展融合度不高，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三是民生改善与百姓需求

还有差距。教育、医疗、住房、“三供两治”、城市管理、就业

创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

活的需要。

二、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预期

2018 年是实现脱贫解困，全面建成小康兰西的关键之年。为

此，科学制定好年度计划目标，谋划好建设任务十分重要。

（一）指导思想

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为

指导，以打造“现代工业之城、绿色物产之城、生态旅游之城”

为战略统领，以“三区一带”建设为牵动，突出一二三产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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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统筹城乡一体化及美丽乡村建设，强化民生条件改善和社会

事业发展，为实现脱贫振兴强县目标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新兰西而努力奋斗。

（二）主要目标预期

——全县生产总值增速 13.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0.8%；

——公共财政收入增速 5.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1.5%；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12.8%；

——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 3.2%。

三、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建设任务

（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一是全面

做强蔬菜产业。以推进“兰明青望海”蔬菜产业扶贫经济开发带

建设为定位，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为目标，以蔬

菜产业带建设为核心，打造 3 万亩蔬菜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千

亩以上蔬菜园区 16 个、万亩蔬菜园区 4 个、蔬菜棚室园区 5 个，

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40 万亩。；加大中亚生物食用菌菌包生产、

轩宇食品泡菜辣白菜生产等在建项目推进力度，蔬菜加工能力达

到 30 万吨；释放智慧农业平台作用，在更大范围内叫响“寒地黑

土·兰西菜”；启动哈北“寒地黑土”农产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产业园、产品体验中心建设；强力推进冷链物流建设，全年建设

蔬菜保鲜库 2 万平方米，蔬菜储藏窖 6 万平方米。二是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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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开发壮大民猪产业推进牧原集团生猪养殖二期、安

佑集团 10 万头等项目建设，盘活雨润集团生猪屠宰加工项目存量

资产，完成县民猪保种场搬迁工作；加快和畅牧业、瑞源牧业万

头奶牛养殖场建设进程，引进培育乳制品企业，延长产业链条；

鼓励华辉牧业、平远牧业等肉牛养殖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四是全

力做大稻米产业。借鉴“五常大米”“庆安大米”发展模式，推

广应用先进种植技术，建设千亩以上水稻种植基地 4 个、水稻育

苗基地 4 个。开展水田旱作技术试验，建设试验基地 1 个。积极

培育引进水稻深加工企业，加大绿农集团 30 万吨稻米加工和浙江

三安农业公司水稻全产业链项目对接力度，在稻米加工上实现突

破升级。打造“兰西优质大米”品牌，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优质

优价，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以项目建设为支撑，合理推进工业经济发展。一是抓好“三

区一带”建设。规划好“三区一带”建设空间布局，继续加强“三

区一带”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三区一带”承载能力。稳步推进

县城开发区扩容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盘活存量资源资产，

强企上项；完善榆林开发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预留用地 3200 万

平方米，为产业项目入驻创造条件；启动燎原开发区建设，完成

燎原开发区总体规划，收储土地 2000 万平方米。力争到年末，新

入区企业 26 户以上，实现产值 30 亿元，利税 4.5 亿元，拉动就

业 6000 人次。二是强化产业项目开发建设。聚焦国内外 500 强等

大企业大集团、行业知名龙头企业及央企，重点围绕“六大产业

集群”，突出大体量、高科技、高附加值、全产业链项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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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与大企业、大集团的战略投资合作，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依托国家对贫困县企业 IPO 免除排队绿色通道政策，裂变扩

张生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深度对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促成

项目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生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抓住哈

尔滨新区建设以及与广东对口城市合作的有利契机，嫁接引进一

批哈市外溢项目；以呼兰河、拉哈山自然资源及特有的民俗资源

开发为依托，生成一批好项目、大项目；摸清现存闲置资产底数，

建立闲置资产招商项目库，以存量换增量，在盘活存量资产招商

上生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力争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 60 个，其

中超亿元项目 20 个，超五亿元项目 3 个以上。

（三）以转型升级为目标，合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是

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持续推进呼兰河—拉哈山旅游经济开发带

开发建设，改造升级民俗景区和宗教景区，完善河口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盘龙湾度假区和锡伯风情园景区，盘活南山景区，整体

开发南山生态公园，建设康荣玫瑰小镇等特色景区景点和呼兰河

冰雪旅游项目，配套上下游产业链，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品质。

二是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以玉影汽配城、隆盛物流产业园为重点，

积极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业；强力推进兰明青蔬菜交易大市场建设，

加强与顺丰优选等冷链物流企业合作，加大外贸型、流通类龙头

企业引进力度，力争引进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2 家。三是培育壮大

电商产业。深化与淘宝、京东等知名网商战略合作，全力打造阿

里巴巴农村淘宝精品工程，依托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电子商务平台

优势，建立健全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实现以“农产品进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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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行和下行渠道双向畅通。大力推进“京东商城·中国特产·兰

西馆”建设，积极培育电商创业群体，建设在线产业带，将电子

商务平台打造成兰西“五谷杂粮”卖全国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四）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一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大力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启动棚改

三期、四期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十字街

至北环路、东环路至亚麻厂、北环路至北出口等 5 条道路的拓宽

改造任务，高标准建设人民休闲广场，启动实施污水处理厂升级

改造项目，完成东出口和北出口规划建设工作。加大绿化美化力

度，完成城镇美化、绿化面积 54 万平方米，城镇人均绿化面积达

到 17.6 平方米。二是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黑龙江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合作，完成 29 个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在巩固完善提高

现有示范村的基础上，围绕主要公路沿线，高标准打造临江镇至

哈黑路，榆林镇至北安乡，兰西镇至红星乡三条美丽乡村景观线，

每个乡镇至少再打造一个美丽乡村样板村（屯）。大力实施绿化、

亮化工程，安装路灯 300 盏，高标准绿化自然屯 15 个。

（五）以脱贫解困为目标，合力推进精准扶贫工程建设。一

是大力实施产业扶贫。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全力推进产业扶贫。

充分发挥蔬菜、水稻、畜牧、光伏等产业，典型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的扶贫牵动作用，带动全县 6161 户贫困户实现稳步增收。完成

50 个村光伏扶贫工程，实现贫困村光伏项目全覆盖。帮助贫困户

制定完善脱贫方案，鼓励贫困群众结合实际开展劳务输出，发展

家禽普养和庭院产业，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力争到年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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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深入开展“造地插柳”工程，落实“造

地插柳”面积 2 万亩，快速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二

是深入推进政策保障工程建设。重点围绕脱贫人口的教育、医疗、

住房和安全饮水等“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指标，加大政策保障

落实力度，确保贫困人口相关政策全部落实到位。重点围绕贫困

村“三有三通”出列指标，扎实做好 50 个贫困村道路、卫生、互

联网、广播有线电视和文化娱乐场所的完善提高工作，确保 50 个

贫困村“三有三通”全部达到出列标准。三是全力做好“精准退

出”工作。严格执行《黑龙江省贫困退出机制实施细则》，按照

贫困村退出“三步工作法”和贫困人口退出“八步工作法”标准、

步骤、时限要求，坚持时间服从质量，以老百姓认账为前提，全

力抓好调查、评议、核实、认定、公示、公告等各项工作，确保

退出精准。

（六）以惠民利民为目标，合力推进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

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体育及文化事业：启动实施兰河一中、星火一

中薄弱学校改造项目；完成长岗、北安、颜河街道等乡镇、街道

足球场建设项目；完成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急救

中心、卫生监督所业务用房建设项目。二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和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面，

完善服务功能，健全服务体系，确保扶贫攻坚工程落到实处。三

是稳步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实施畅通工程，完成通乡通村路

建设改造任务 236 公里，完成城东客运分站建设。强力实施农村

人饮工程，解决 112 个自然屯、5.49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大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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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广场 21 个。

各位代表，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

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为全面

建成小康兰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