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圆满收官 海东发展实现新跨越
——《政府工作报告》摘登（一）

2015年，是我市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
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在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主动适应新常态，
积极作为，逆中求进，圆满完成了市一届人大
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市呈现出经济增
长、结构优化、后劲增强、民生改善、社会和谐
的良好局面。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4.4亿元，同比增长11.2%，居
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611.39亿元，增长20.33%，居
全省第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2.7%，居全省第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05亿元，增长11.5%，居全
省第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7亿元，增长25.9%，总财
力达到222.52亿元，增长20.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
于全省调控目标，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坚持转型升级和提升效益并重，经
济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特色优势作物面积占总播面
积的85%，油料和蔬菜产量均占全省的41%。省级规模
养殖场达414家，规模化养殖程度达45%。海东工业园
区建设势头强劲，实施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57项，完成投资38.44亿元；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累
计入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52项，青海中关村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入驻企业122家，专利授权52件。存贷款余额
分别达到522.1亿元和253.8亿元。旅游人次和总收入
分别增长10.6%和26.8%，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36%左右。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始终
将抓项目、促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抓手，继续保持
投资高位增长态势，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实施项
目1552项，确定重点项目191项，完成投资376.5亿元，
有效发挥了重点项目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撑和拉动作
用。交通投资首次突破100亿元，完成水利投资18.4亿
元，电网投资27亿元，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
资265亿元。全年招商引资到位市外资金183.8亿元，
增长18.3%。生态海东建设势头强劲。天保、三北、公
益林建设等项目造林19.8万亩，封山育林11.1万亩，巩
固退耕还林成果经济林建设4.5万亩，湟水河流域南北
山重点区域造林2.08万亩，单位GDP和工业增加值能
耗实现“双下降”，湟水河民和桥出省断面水质达标率
为83.3%，全市空气优良率达79.2%。居民生活质量持
续提升。坚持走“小财政办大民生”的路子，全市民生
支出达167.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5%。城
镇新增就业9362人，转移输出劳动力55.8万人次，实现
劳务收入 46.3 亿元。建设城镇保障房 12421 套，入住
10565套，建成农村“两房”2.67万户。大力推进精准脱
贫，落实扶贫资金5.8亿元，实现脱贫9万余人。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373元，增长10.2%；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达
到8196元，增长9.2%。市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民
生十件实事”全面完成！

回顾过去的五年，是我市改革发展史上艰难而又
辉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五年来，面对宏观经
济环境错综复杂、各种困难增多的严峻形势，我们牢
牢把握“稳中求进、好中求快、乘势而上、创新发
展”的总基调，紧紧抓住东部城市群建设、撤地设市
等历史机遇，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攻坚克难，主动作
为，奋力拼搏，开创了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
和谐稳定的新局面。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由2010年的173.3亿
元增加到2015年的384.4亿元，年均增
长16.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人均生产
总值由2010年的12407元增加到2015
年的26531元，占全省平均水平的比重
由51.45%提高到64.31%，相对差距缩小
了12.87%；全市总财力由2010年的70.8
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22.52亿元，年均

增长25.3%，高于全省增速11.3个百分
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0年的4.76
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1.7亿元，年均增
长35.5%，高于全省增速13.7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明显提升；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1943.2亿元，是“十一
五”时期的6.33倍，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发挥了重要拉动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由2010年的39.9亿元增加到2015
年的80.05亿元，年均增长14.9%；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0年的13256
元增加到2015年的23373元，年均增长
11.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0年的4574元增加到2015年的8196
元，年均增长15%，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质量效益不断改善

推动实现撤地设市和乐都、平安撤县
设区，构建了“两区四县”城市格局，城镇化
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编制完成城
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城市核
心区总体规划，出台了《海东市城乡规划
管理办法》，理顺了管理体制。将乐都、平
安同城规划、同步建设、组团发展，城市建

设加快推进，核心区规划面积达到207平
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增加15平方公里，新
增各类建设用地11万亩。地下综合管廊、
道路桥梁、给排水管网、电力电信等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推进，高铁新区等一大批住宅
项目基本建成，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三
级综合医院、“两馆五中心”等公共服务项目

进展顺利，一批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城市
组团正在形成。将“两化”发展从全市统
筹协调发展的大局综合考量，与沿湟四县
（区）同步建设。集镇建设加快推进，成功
跻身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示范城市行列。
城镇化率达到40%，较“十一五”末提升12
个百分点。建设新农村374个。

城乡统筹加快推进 城乡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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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0 年的 20.7:
38.9:40.4调整为2015年的13.8:50.2:36，
农业高效发展、工业化加速发展、服务业
深度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呈现。现代农业
发展成效显著。“一区两核四园”农业园
区加快建设，“黄河彩篮”现代菜篮子生
产示范基地投入运行，基地建设和运营
成效得到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
示予以支持和推广。大力发展现代生态
牧场，培育家庭牧场4590户，开工建设
现代生态牧场15个，在全省率先探索出
了现代农牧业循环发展的新路子。油
菜、马铃薯制繁种、富硒农产品、牛羊育

肥等主导产业不断壮大，一批特色农产
品品牌走向全国。工业转型升级步伐明
显加快。工业增速年均增长23.4%，累
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16亿元，年
均增长33.3%。海东工业园区累计完成
基础设施投资 161.5 亿元，产业投资
326.18亿元，康泰多功能锻压机组试车
成功，仙红食品、汉能薄膜、江源铁塔等
项目建成投产，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已入驻企业80%。临空综合经济园、乐
都工业园、民和工业园和互助绿色产业
园发展势头良好，循化清真食品（民族用
品）产业园和巴燕·加合经济区升格为市

级经济区，具备大规模承接项目建设的
条件和能力。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第三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1%。旅游业累
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361万人次，年均增
长14.7%，实现旅游总收入89.6亿元，年
均增长25%；物流业日益壮大，青藏高原
国际物流商贸中心成为全省现代国际物
流重要基地，青海海吉星国际农产品集
配中心列入商务部跨区域农产品流通重
点项目，北山石材城建成运营，闽龙物流
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交通运输、
房地产、金融、住宿餐饮、信息咨询等服
务业取得实质性进展。

产业转型步伐加快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一批关系海东未来发展的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使用或取得重要
进展，完成基础设施投资627.95亿
元，是“十一五”时期的8.3倍，大大提
升了海东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交通
建设日新月异，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开
通运行，海东西站、海东站、民和站等
站场投运，我市步入高铁时代。全市
公路通车总里程达8912公里，较“十
一五”末增加10.18%，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达204公里，较“十一五”末增加

43.66%。水利建设纵深推进，解决了
4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修建各类
堤防355.3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07平方公里。能源建设阔步前行。

“两化”天然气输气管线项目启动实
施；高效优质完成了涩宁兰输气管道
海东段重大安全隐患改迁工程，打造
了“全国政企合作油气管道隐患整改
工作典范”。信息建设步伐加快，青藏
高原首个规模为3200个机架的大数
据中心建成投运。

公共财政对民生事业的投入达
到80%以上，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明
显提升。就业再就业等公共服务体
系逐步健全，累计新增就业4.49万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万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280.4 万人
次。“拉面经济”提升为省级发展战
略，我市群众在外省市开办的拉面
店达2.24万家，从业人员16万人。
城镇保障性住房和农村“两房”建设
的大力推进，使全市33.6万人的住
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社会救助水
平不断提升,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
应保尽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
乡居民分别达到3.85万人和5.84万

人,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 358
元/月和2345元/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9%，并实现
市级统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果
惠及广大群众，就医难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教育事业长足发展，全市
首所大学——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正式开办。成功举办首届河湟花
儿艺术节，持续举办国际攀岩赛、国
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河湟国际
射箭邀请赛等文体品牌赛事活动。
建立精准识别扶贫机制，落实扶贫
资金18.93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8倍，贫困发生率由“十一五”末的
40.8%下降到“十二五”末的16%，累
计减少贫困人口36.5万人。

启动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完
成造林4.34万亩，单项绿化面积规
模创全省之最，天保、三北等生态工
程 持 续 推 进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2%。深入推进湟水河流域污染综
合治理。大力推广交通清洁化，中
心城区30辆天然气公交车上线运

营，50 辆纯电动公交车即将投放。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大检查，完成
468个村庄绿化、395 个村环境整治
和445个村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的建
立，“平安经验”在全省推广。完成
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新增
耕地5.8万亩。

建成全省首个智能化、全
方位、一体式12345市民服务热
线系统，应答民生诉求，排解民
生之忧，全力打造政府公共服
务品牌。坚持依法行政，自觉
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
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五

年共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 70
件，政协委员提案74件。“六五”
普法深入开展，大力推行村务
公开、政务公开和行政审批许
可制度。信访和人民调解工作
得到加强和改进，共调处各类
矛盾纠纷33966起，办结信访案

件4966件，受理、查处治安案件
17218 起。深入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民族宗教工作
成效显著。推进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创建“平安海东”取得阶
段性成果。

（时报记者 王斌林 整理）

行政体制等多领域改革走
在全省前列。率先在全省完成
市级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率
先在全省清理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后保留到100项以下；率先在
全省推行市政府部门“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率先在全省完
成县（区）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率先在全省完成县（区）
事业单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累计发展市场主体
5.39 万户，较“十一五”末增加
1.13倍。投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全省首个以PPP模式建设的乐
都污水处理厂列为国家级示范

重点项目，全省首个医疗卫生
领域PPP项目市儿童诊疗中心
顺利落地。建成全省首家市级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启动农村

“六类”产权抵押融资工作，累
计发放贷款7000余万元。新增
银行业金融机构 11 家，引进设
立青海银行海东分行，全市首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乐都三江
村镇银行开业运营；与浦发银
行联合组建政府性平滑基金30
亿元；首次发行企业债15亿元，
融资渠道的拓宽为接续发展蓄
积了后劲。组建海东城投公
司、投资公司、科技融资担保公

司、市水务集团、公交集团等企
业，为加快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稳步推进公
安改革，出台便民利民措施 30
多项，服务水平得到新提升。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成为“一带
一路”旅游发展联盟城市，与吉
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缔结友
好城市，承办亚欧国家丝路论
坛和秦商大会，搭建了对外合
作交流的新平台。曹家堡保税
物流中心（B型）获得国家批准，
成为青藏高原首个海关保税监
管场所，将为促进全省国际贸
易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社会治理能力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纵深推进 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基础设施取得重大突破

城乡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2月25日，在海东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海东市人民政府市长鸟成云作报告。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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