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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十三五
十三五”
”福州成绩亮眼
压缩比例中国第一。

五年来，福州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迎难
而上、拼搏奋进，全市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
民群众幸福感明显增
强。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居福建
省首位。水产品产量和产值跃居
中国地级市第一位。工业总产值
从 8195 亿元提高到预计突破 1.1
万亿元。产值超百亿工业企业数
量占福建省三分之一。上市企业
数量从 69 家增加到 91 家，总市值
超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长平高速。
长平高速
。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1.8%提高到预计 29.3%。数字
经济规模预计突破 4500 亿元。

改革开放蹄疾步稳
福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预计

年均增长 9%；自贸区福州片区推
出创新举措 230 项，其中中国首
创 79 项、全国复制推广 25 项。国
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开工建设
中国第 3 个国家级远洋渔业基
地。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承诺时限

福州港集装箱吞吐量从全球
第 73 位跃升到第 49 位，货物吞吐
量从 1.4 亿吨增加到 2.48 亿吨、跃
居福建全省第一位。
“ 三纵三横”
高速公路网基本形成。地铁 1 号
线、2 号线 60 公里开通运营。地
铁 4 号线、5 号线、6 号线、滨海快
线同步开建。红庙岭垃圾处理场
22 个垃圾后端处理项目全部建成
投用，垃圾分类处理能力实现全
覆盖。城区生活垃圾实现“零填
埋”。

城乡面貌明显进步

城区 156 条内河治理基本完
成，黑臭水体全面消除，获评中国
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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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休闲步道 131.3 公里、滨水休闲
步道 680.3 公里、大型生态公园 15
个、串珠式小公园 1202 个。滨海
新城实施建设类项目 277 个，落
地招商项目 625 个。福州城市正
从滨江城市向滨江滨海城市跨
越。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982 元提高到预计 49358 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5203
元提高到预计 22600 元。新建公
办幼儿园 66 所、小学 36 所、中学
19 所，新增幼儿园学位 2.6 万个、
义务教育学位 14.55 万个，学前普
惠 学 额 覆 盖 率 从 42.5% 提 高 到
90.5% 。 现 行 标 准 下 4425 户
14042 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2020 乘风破浪

书记发来贺信，
给福州市人民以巨大鼓舞。一年来，
福州市上下全
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力落实
“六稳”
“六保”
任务，
各
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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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内防反弹”，
严守入榕、村
居、单位、家庭“四道关口”，做到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入榕第一时间
发 现 、掌 控 、处 置 。 围 绕“ 外 防 输
入”，
对境外入榕人员严格落实统一
检测、转运、隔离，对进口冷链食品
严格落实全面检测、消毒、追溯。围
绕防控能力建设，紧急配备检测设
施、救治物品和防护装备。围绕复
工复产，减免企业社保费 60 亿元，
发放企业稳岗补贴 22 亿元，对防疫
企业及受疫情影响企业新增贷款
3457.3 亿元。

政府建设不断加强
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
良作风，持续开展“服务基层年”等
活动，政府系统干部队伍精气神持
续提振。政务公开考核位居全省
第一。
“一企一议”解决企业困难问
题 7472 个，落实减税降费 131 亿
元。全年实施效能问责 14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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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企稳回升
七大农业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
产值预计达 2024 亿元。
“抓项目促跨
越 ”专 项 行 动 落 实 重 点 项 目 2960
个。
“新基建”专项行动实施项目 175
个，建成 5G 基站 5723 个，15 个夜色
经济示范街区建成开街。
“ 网络招
商、视频招商”专项行动签约产业项
目 6479 个。福州综合保税区、江阴
港综合保税区、中国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获国家批准。

民生保障日益增强
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27 所，新
改扩建中小学 24 所，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全部实行摇号招生。福州市妇
幼保健院新院建成投用，滨海新城医
院 (一期)、福州市第一医院外科病房
大楼等项目基本建成，组建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 9 个。启动建设安置型商
品房 1.8 万套，新增政策性租赁住房
2.05 万套。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吴世耀制图

开展城市品质提升“十位一体”专项行动。地铁 1 号线二期开通运营。
“ 绿进万
家、绿满榕城”行动常态化推进，造林绿化 7.3 万亩，提升绿道 143.3 公里，新建串珠式
小公园 432 个。改造旧屋区 16 个 115 万平方米，整治老旧小区 126 个，提升立面景观
110 处，整治传统老街巷 54 条、小街巷 59 条。内河水系治理全面转入长效运营管理
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