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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政 通 报

第四十五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30 日

高晶华同志
在全市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工作

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2020 年 9 月 29 日）

这次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工作视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

实 9 月 27 日省发改委项目投资约谈会和市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

精神，分析当前稳增长形势，查找存在问题，进一步坚定信心、

保持韧性、多维发力、全速笃行，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刚才，市发改、工信、农业农村、住建、商务等部门通报了

1至 8月工作进展情况，对下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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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汉阴两个县作了务实表态发言，希望大家言必行、行必果，

一言既出、使命必达，尽快扭转落后局面。总体看，近期以来，

各县区、各开发区、各部门以及市级各工作专班，认真贯彻落实

8月15日全市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督导观摩推进会精神，紧扣“六

稳”“六保”，积极采取措施，下了不少功夫，全力促进经济恢复

增长，取得了一些成效。1 至 8 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 20.3%，收窄 1.4 个百分点，8 月当月有 4 个县区（岚皋县、

安康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石泉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实现转

正；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3.6%，收窄 2.0 个百分点；完成限

上消费品零售额 137.97 亿元，同比下降 10.1%，收窄 2.3 个百分

点，增速排全省第二位；财政收支稳中向好。全市经济复苏迹象

日渐明显，回升态势逐渐向好。

但是，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形势十分严峻。一是 7 项指标

被省考核办预警。8 月 27 日省考核办下发年度目标预警单，我市

二季度省考指标 5 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 增速、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率、规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被红灯

预警，2项（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被黄灯预警，均未达到全省二季度平均值。二是工业经济欠账较

大。1 至 8 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1.1 个百分

点，10 县区和安康高新区、恒口示范区均为负增长，三季度实现

转正希望渺茫。1 至 8 月全市规模工业企业停产 99 户、半停产

44 户、减产 68 户，分别下拉规上工业产值增速 9.6、4.4、2.2

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下降 19.7 个百分点，降幅扩大 6.9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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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全省排名末位。1 至 8 月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下降 13.6%。全省投资降幅最大的 10 个县区，我市占两

个，分别是宁陕县（-48.5%）、紫阳县（-49.5%）。旬阳县投资增

速出现反弹，已由正转负（由+0.4%到-4.9%）。分产业看，一产

投资下降 11.5%，扩大 0.5 个百分点。9 月 27 日，我市和宁陕县、

紫阳县被省发改委约谈。四是“五上”企业培育不理想。截至 8

月底，全市在库“五上”企业数 2338 个，较去年末减少 94 个。

累计新增“五上”企业调查单位 132 个，较上年同期减少 86 个，

工业、贸易业和服务业分别减少 34 个、19 个、27 个。退库企业

280 家，贸易业、工业和服务业退库企业多，分别为 108 家、99

家和 73 家。从“五上”企业培育新增和退库情况看，目前全市

市场主体仍不稳定，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增长面临诸多风险和

挑战。

“六稳”“六保”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年底都要如期兑现。市委、市政府将把任务完成情况作为

衡量县区和部门工作的重要标尺。为进一步做好经济恢复增长相

关工作，我强调几点意见。

一、再添动力，坚定信心促增长

事实证明，面对疫情影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走低，只要我

们保持顽强斗志，树立必胜信念，就一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收

获希望、迎来曙光。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市委、市政府

积极主动作为，从率先复工复产，积极复商复市，出台应对疫情

影响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9 条政策，到成立稳增长五大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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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 17 条措施，再到全市重大项目和重点

企业现场观摩，围绕政策、资金、项目、环境、组织等要素，对

经济实施立体式、叠加式干预，全方位刺激，支持经济恢复增长。

经过不懈努力，经济形势一月更比一月好。

越到最后关口吃劲时刻，越要增强信心保持定力，越要展现

担当超常作为。年前有效工作时间已不足百天，各县区、各部门

都要算好时间账、任务账，增强紧迫感、压力感，认真研判形势、

纵横对比、梳理问题、形成台账。尤其要克服松懈厌战情绪，满

怀激情，以奋发有为的姿态、不甘落后的状态，咬定目标，背水

一战，奋力冲刺“三个确保”“三个实现”发展目标，底线任务

是确保“主要考核指标达到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当前要纠正

一种片面错误的认识和倾向，即个别县区和部门认为今年接近尾

声，经济发展大势已去、木已成舟，任由经济如自由落体般滑出

合理增长空间和发展空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不符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

二、再挖潜力，压实责任促增长

各县区、各部门和市级稳增长各工作专班要自加压力、倒排

工期、量化指标，按照“紧盯短板，量化推进；任务到县，责任

到人；双月约谈，单月点名；市县一体，专班推动；捆绑考核，

奖惩严明”的总体思路，坚决扭转落后局面。

（一）紧盯短板，量化推进。客观分析，制约我市经济发展

的难点是工业经济运行困难，堵点是市场主体活力不足，痛点是

项目投资严重不足。针对问题和欠账，下步该如何抓、如何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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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实，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和量化的指标，实行清单式管理，

确保“帽子底下有人”。一是投资任务要分解到县区落实到行业

具体到项目。市稳投资工作专班要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任务欠账，

拿出工作清单，把指标分解到月、到行业部门，把增长点细化具

体到项目、到具体责任人。后 3 个月每月要完成多少投资量、增

长多少百分点，拿出具体数据，实行清单式管理。260 个市级重

点项目、县区重点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抗疫特别国债项目，要挂图作战，把后 3 个月的工作内容、

形象进度、投资量分解到月、到具体项目。工业投资项目、农业

投资项目、3 个未开工的专项债券项目等，都要分别落实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提出形象进度和时限要求。投资降幅较大的县区，

要制定更加详细的量化清单。二是工业经济增长任务要分解到县

区具体到产业细化到企业。8 月当月规上工业增加值收窄 9.2 个

百分点，后 3 个月每月要增长多少，市工业稳增长工作专班要拿

出进度安排。要把增长指标具体到月，任务分解落实到县区、到

企业，实行清单式管理。对年初确定的 100 个工业项目，建立图

表，动态监管。对 99 户停产企业、44 户半停产企业、68 户减产

企业，要逐户查明原因，因企施策，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帮

助企业恢复生产。三是“五上”企业培育要明确到行业分解到部

门具体到企业。由市发改委牵头负责，围绕“五上”企业培育目

标，将任务欠账分解落实到市工信、商务等责任部门。拿出具有

培育潜力的企业名单，定向定点培育指导。要抓住年前 2次新上

企业月报和 1 次成长性企业年报机会，完善资料，积极做好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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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市县区统计部门加强业务指导。对退库个数较多的贸易、

工业、服务等行业，以及旬阳县、平利县、石泉县、汉阴县，要

高度关注，防止出现新的退库。

（二）互补互济，三产联动。我市经济增长的短板突出，但

依然具备增长的优势和潜力。农业受疫情影响不大，发展有空间、

有潜力；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消费市场进入旺季，

后劲很足。要坚持扬长避短、以长补短，拾遗补缺、以优补劣，

按照“提升一产补欠量、稳住二产保底线、搞活三产作贡献”的

思路，促进互补互济、三产联动。由市发改委牵头负责，围绕工

业如何补，农业、房地产和建筑业如何济，补多少、济多少等等，

一周内拿出建议方案。各县区、各开发区、各部门要结合各自实

际，找准三产互补互济的突破口和发力点，主动担当作为。一是

农业经济要担当奉献。我市是农业大市，农业发展基础相对稳固。

农业遭受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夏粮增收已成定局，秋粮丰收在

望。市农业经济稳增长工作专班要加强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的分

析研判，深入挖掘增长潜力，发挥传统产业和特色产业优势，努

力为全市经济稳增长贡献农业担当和农村力量。二是商贸消费要

好中求快。相比投资和工业经济而言，商贸消费和服务业恢复较

好。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于 7 月、8 月连续两月当月保持正增

长。市消费服务业稳增长专班要把握走势，深入分析，挖掘潜力，

细化后 3 个月的增长指标，强化措施，争取实现超常发挥，年底

前实现正增长。三是建筑房地产要贡献更大力量。房地产业和建

筑业横跨生产、流通、就业、消费各个领域，产业链条长，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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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多，对经济影响广泛而深远。市房地产和建筑业稳增长工作

专班要细化量化指标，努力扩大建筑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为稳增长贡献力量。

（三）市县一体，专班推动。市级稳增长五大专班基本涵盖

了一二三产，承担了主要经济指标增长任务。各县区也相应成立

了稳增长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专班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县区主

体责任，坚持市县一体、任务到县、责任到人，上下联动推进任

务落实。一要以超常举措抓项目扩投资。坚持精准施策，跟踪破

解项目审批、用地、资金、环境保障等难题，全面落实要素供给，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市县区自然资源部门要高度重视项

目建设用地报批工作，中心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关庙再生水厂等

项目都因用地问题，开工时间一推再推，市自然资源局要派专人

蹲守省厅，协调督促加快办理进度，确保这两个项目 10 月底具

备开工条件。要积极筹备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特别要

开出一批刀下见菜的好项目。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继续抓

好项目策划、论证和储备。10 月底前省发改委会同省财政厅，将

发行剩余 255 亿元专项债券，市专项债券工作专班要积极对接争

取。二要持续发力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工业经济是我市稳增长的

中坚力量。市工业稳增长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业企业运行监测与协

调调度。对排名靠后的宁陕县、汉阴县、石泉县，要驻县帮扶指

导，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对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汉滨区、旬阳县、

汉阴县、平利县，要重点关注，扶优扶强，为工业稳增长作出更

大贡献。对县区和部门落实兑现惠企政策情况，以及企业政策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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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情况，要开展暗访督查，通过加大支持、优化服务，促进企业

健康运行。三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市农业稳增长工作专班要不

误农时，围绕“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督促指导县区全

面抓好秋粮保丰收、畜牧生产、现代渔业、山林经济、蔬菜种植

等工作，提高农业产值和增加值。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大力培育农业产业龙头化企业，扶持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扩规模、

提质量、增效益。要紧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标，坚

持多措并举，不断增加农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

入。借助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帮助农业园区、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产销对接，扩大销售规模，搞活

农产品市场流通。四要搞活三产促消费。市消费服务业稳增长工

作专班要针对年前消费旺季，精心策划三产促销活动。围绕“中

秋”“国庆”等节假日和消费扶贫活动，加强对景区景点、商场

酒店、餐饮娱乐、电商平台等行业的营销指导，最大限度挖掘消

费潜力和释放消费活力。同时，要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稳

定外资规模，圆满完成任务。五要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快速发展。

市房地产建筑业稳增长工作专班要抓住秋冬季施工黄金期，加快

推进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对事关民生的市政道路建设、老旧小区

改造、棚户区改造、场馆建设等，要强化资金、用地、用工、用

料等要素保障，加快建设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建筑企业资质升

级，以服务企业的真心增强企业发展的信心，促进房地产和建筑

业健康发展。

三、再聚合力，狠抓落实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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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胜于言。要完成全年目标，必须坚持知行合一。各县区、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

站位，积极主动作为，务求工作实效，狠抓任务落实。

（一）统筹推进。关于经济增长工作，我们天天抓、月月讲，

希望各县区、各部门深刻领会市委、市政府的良苦用心，切实扛

牢责任、担实使命。要倡导真抓实干，切忌花拳绣腿，把经济增

长的实绩写在工厂车间、写在田间地头，体现在报表里，用数据

说话，用事实说话。当前各项工作任务繁重，基层同志压力很大，

但要分清主次轻重、强化力量统筹。要充分认识到抓脱贫攻坚与

抓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绝对不是矛盾的、割裂的、

对立的，抓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抓发展、促就业，就是抓民生、

促脱贫。要把经济增长与脱贫攻坚、环保治理、以案促改等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倾注更多精力破解项目投资、工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防止顾此失彼。

（二）统计跟进。要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密切关注经济形势

变化，加强运行监测分析预警，跟踪做好各项经济活动的入库入

统工作。市县区统计部门要坚持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经济增长，

及时发现和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当好参谋。要创新工作方法，坚持

依法统计，做到应统尽统、统准统全，真实、客观、全面反映全

市经济发展的现状。县区和部门要加强上下左右沟通衔接，及时

向上对口汇报我市工作情况，争取理解支持，请求帮助指导，赢

得工作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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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促进。围绕做好稳增长工作，市委、市政府将严

格落实周研判、月通报和单月点名、双月约谈制度，夯实责任，

传导压力。按照市委、市政府印发的促进经济恢复增长 17 条措

施，以及 8 月 15 日全市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观摩督导推进会上

书记市长的讲话要求，从现在起，市委将双月约谈排名靠后县区、

开发区的党政主要领导，硬核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将于“双节”后带队到各地市开展重点项目建设观摩督

导，全面检验项目建设成效，请县区和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同志们，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不能坐而论道、

坐以待毙，希望大家切实增强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化压力为动

力，坚定信心、以干克难，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换档提质、积势蓄

能、恢复增长，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一份合格答卷。

主送：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监委，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