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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

年是新世纪以来我省发展环境极为

复杂%各类自然灾害和重大挑战极为严峻的一

年&是我省继续应对历史罕见金融危机%夺取百

年不遇特大干旱胜利&取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成就的一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全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全力以赴抗

大旱&抢抓机遇保增长&坚定不移转方式&千方

百计保民生&积极有效化解重大自然灾害以及

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全省经济继续朝着宏观

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主要经济指标可

圆满完成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预期目

标*其中&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1"2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1'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2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2

/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1$#2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5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2

&完成计

划目标/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1*2

/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上涨
"1*2

*

#一$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省生产总

值
*$$%1#(

亿元&增长
#$1"2

/全部工业增加

值
$&%&1%(

亿元&增长
#(1*2

*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
)*#1#'

亿元&增长
$(1)2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加

#&(#

元和
!)"

元*

#二$扩大内需成效进一步显现"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1*#

亿元&增长
$$1#2

*

$%#%

年共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
#*&

亿元/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
*!

亿元/发行企业债券
#"!1!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

亿

元&增长
$#1'2

&消费与投资增幅趋于同步*

#三$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取得新成

效"三次产业结构由
$%%'

年的
#*1*

'

(#1&

'

(%1*

调整为
#!1"

'

((1*

'

(%

*新型工业化扎实

推进*生物产业%物流业%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培

育取得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节能减排积

极推进&顺利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和全

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四$农业在大灾之年实现平稳发展"农业

实现增加值
##%!1)#

亿元&增长
(2

/粮食产量

#&!%

万吨&增长
#2

*

#五$社会全面进步)民生进一步改善"争

取到中央扩大内需资金
$*1%&

亿元用于社会事

业建设&增长
#)1"2

*城镇新增就业
$(

万人&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

万人次*养老%

医疗等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基本实现全部覆盖*

#六$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我省被列为全

国五省八市低碳经济试点之一&大理市被列为

全国
""

个旅游改革试点市之一&人民币跨境贸

易结算试点正式启动*

#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启动

实施了
$%#%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云南行动腾冲

纲领*积极推进滇池等九大高原湖泊和三峡库

区及其上游水污染综合防治*完成造林合格面

积
*(%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万顷*

#八$&桥头堡'战略取得重大突破"加强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将云南-桥头堡.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主动做好各项衔接工作&配合中

央各部委完成了多次重大专题调研*

二$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和主要任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调控预期目标建

议为'云南省生产总值增长
#%2

以上/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

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增长
#!2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

制在
(2

左右&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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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

以上/外贸进出

口总额增长
#!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
#%2

以上/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
(1&2

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

在
&1($5

以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

*

为实现上述目标&重点抓好十个方面的工

作'

#一$加强宏观调控和运行调节!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

着力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一是扩大有效投

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
$%#%

年的基础上

新增
##%%

亿元*二是进一步调整优化投资结

构&着力提高投资效益*积极探索投资与扩大

内需的有机结合点/逐步提高产业投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争取-十二五.期间产

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于

!%2

*三是加强项目前期工作*紧紧抓住-十

二五.规划%西部大开发以及-桥头堡.战略实施

等重大机遇&积极争取更多重大项目纳入国家

盘子&争取得到中央更多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

持*四是增加资金投入*加强衔接汇报&积极

主动争取中央投资/增加省预算内投资&加大各

级财政支出力度/在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充

分发挥地方融资平台功能&保持合理的信贷规

模/加大项目直接融资/吸引社会民间投资和外

来投资/争取外商投资*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一是坚持贯彻落实好

刺激消费的各项政策*二是完善城乡消费体系

建设*三是增加居民消费能力*通过逐步提高

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切实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健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保体系*

四是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五是积极发展新型

消费业态&促进新兴服务消费&拓展新的消费空

间*

搞好经济运行调节*强化电力运行调控&

保障电力生产供应稳定运行*加强协调监管&

缓解成品油供应紧张*完善铁路运输联席会议

制度&保证重点物资运输和重点用户需求*排

查安全生产隐患&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二$强化价格调控监管!稳定价格总水平"

一是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重要商品市

场供应*保障重要商品供应和物价稳定/加强

价格监测预警/落实-米袋子.%-菜篮子.扶持政

策*二是增强调控针对性&改善价格环境*三

是完善储备制度&组织好重要商品的调运工作*

四是强化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五

是加强舆论引导&稳定社会预期*

#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

一是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一批良

种繁育基地%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认真落实

百亿斤粮食增产计划*加快发展以烟草等特色

农产品为重点的种植业&以猪%牛%羊为重点的

畜牧养殖业&木本油料等特色经济林*继续加

大龙头企业培育&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是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

加强重点水源工程和-五小水利.建设*三是努

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

切实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认真落实惠农政策&

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加

大支持力度*

#四$狠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产

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以规划为指导&积极推进我省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颁布实施(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

和优化升级-十二五.规划)%(云南省轻工业-十

二五.规划)%(云南省清洁载能发展规划)&(云

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规

划&并认真抓好规划的落实工作*

二是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大力

推进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继

续新建一批国家级%国家地方联合和省级工程

研究"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企

业技术中心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创新平台&

继续实施八大科技工程&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以-桥头堡.建

设为契机&积极争取国家差别化产业政策&高起

点适度发展新型清洁载能产业*加快发展进出

口加工型产业*"

"

#积极发展消费品工业*

三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

#坚定不移

地做优做强烟草产业*加大现代烟草农业建

设&继续推进卷烟产品结构调整&提高精品卷烟

比重&加快产业装备升级步伐&积极发展烟草配

套产业*"

$

#提升冶金行业竞争力*加大地质

勘探力度&加快大中型矿山建设&提高资源综合

利用水平&稳妥发展冶炼能力&大力发展精深加

工&打造产业链群&提高产品附加值*"

"

#做优

做强化工产业*适度发展专用肥等差异化化肥

产品*着重发展黄磷和湿法磷酸精细深加工产

品*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焦炭技术装备和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

(

#高水平发展装备制造业*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促进产品

结构调整*

四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物

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和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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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促进服务业与工农业生产互动发展&提高

产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加大

旅游改革发展力度&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强

化旅游促销和国际合作*

#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

一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

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小镇%工

业小镇%商贸小镇%边境口岸小镇%生态园林小

镇%旅游文化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二是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

和运行管理改革&提高城镇基础设施综合承载

能力*三是研究推进户籍改革*促进符合条件

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

居民同等的权益*四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六$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提高生态文明

水平"

一是以滇池及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综

合防治为重点&全力抓好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二是合理配置土地%矿产等资源*加强土地%矿

产等资源的管理&切实保护好耕地*三是狠抓

节能减排各项工作*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制/大

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深入推进重点领域

节能工作/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四是加大力度推动我省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七$积极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

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

进一步加快对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的改造&继

续推进学前幼儿教育%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和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加大对困难学

生的生活补助&加快推进特殊学校建设工程&加

快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行动计划的实施*

二是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保障城乡居

民健康*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实

施基层卫生服务体系项目&推进省级医疗机构

建设&加快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进程/进一步

巩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和筹资水

平*

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体系&促进民族

文化强省建设*加快省博物馆新馆等重大标志

性文化设施建设&加强文化遗产和重点文物的

保护%管理和利用/实施重大文化惠民工程&优

先安排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鼓

励社会力量发展文化产业*

四是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

力和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投资%

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规划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力争实现全省城镇新增就

业
$(

万人/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加强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五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入力度*安

排
!%

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廉租住房和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力度&确保完成中央下达我省

的建设任务*

六是加大扶贫力度&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加大
$!

个边境县"市#投入力度/实施易地

搬迁%安居温饱%基础设施%素质提高%增收致富

-五项工程.建设*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加快藏区发展*

#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科学发

展的体制保障"

优化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产权

制度改革*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农村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继续扩大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和服务的

覆盖面&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

革*继续推进昆明%红河综合改革试点及旅游

产业发展改革等各专项改革试点工作*

#九$抓住桥头堡建设重大机遇!全面提升

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加快对外贸易发

展方式转变&扩大开放领域&拓展开放空间&提

高开放质量*

一是推进-桥头堡.战略%-大通道.建设*

二是优化外贸商品结构*三是进一步改善对外

贸易环境*四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建设

好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五是加强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六是启动一批资源在外%市场在

外%能源在外的外向型产业项目&发展清洁载能

产业和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加工型产业*

#十$抓好&十二五'等规划实施!开创云南

发展新局面"

启动全省-十二五.总体规划和-十二五.重

点专项规划实施工作*

积极配合国家发改委编制并尽快出台桥头

堡建设规划&全面启动桥头堡建设的各项工作*

启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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