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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十四五
十四五”
”福州全面擘画
福州“十四五”期间，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
三产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 60%，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投入强度接近 3%，省会城市
首位度达 25%以上。
—— 实 施“ 海 丝 ”引 领 。 以
“海丝”战略为牵引，放大“多区叠
加”整体效应，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战略支点城市。
—— 坚 持 创 新 驱 动 。 推 进
“三创园”、生态型环城科创走廊、
中国一流大学城、中国东南（福
建）科学城建设，力争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
长 2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增加
到 4000 家以上。
——完善产业体系。全力提
高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力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35%，数字经济规模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突破 50%，海洋生产总
值达 4250 亿元。
——构建福州都市圈。打造
世界一流港口和中国国内一流枢
纽机场，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质
量建设新区新城，推动新时代“山
海协作”，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力争福州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800 万标箱，长乐机场旅客吞吐量
超 2200 万人次，建成区面积达到
500 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达到
500 万人。
——拓展全球市场。建设消
费中心城市，打造服务中国国内
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建设区域性
物流集散中心，构建中国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重要通道。

——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
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微观主体活
力，建设营商环境一流城市。推
动榕台在经贸、社会、文化等领域
的深度融合，打造台胞台企登陆
的第一家园先行城市。
——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
村改革，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开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发展
现代特色农业，力争七大特色产
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2400 亿元。
——促进文化繁荣。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精神文明
建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
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建设生态文明。倡导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维护绿水青山
格局，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城市。
力争森林覆盖率达 58.5%，城市

建设中的滨海新城。
建设中的滨海新城
。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 97%
以上。
——增进民生福祉。稳定和
扩大就业，稳步增加居民收入。
加快建设教育强市，推进健康福

2021 扬帆远航

坚持改革开放 主动融入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源。
加快“一区二十四园”建设，力争实
施技术创新专项 40 项以上，新培育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00 家。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自贸
区扩区，推出“首创性”举措 30 项以
上，
探索乡村治理“积分制”。
构建东南沿海开放新高地。积
极申报空港综合保税区。推进中日
（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国
—印尼“两国双园”
建设。

构筑服务中国国内大循环的重
要节点。加快中通、韵达、丰大冷链
基地等一批项目建设，打造现代物
流城。推进福莆宁城际铁路、温福
高铁等重大互联互通项目，打造福
莆宁岚 1 小时经济圈。
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 4.0 版改革，推行不动产登
记业务“秒批”制，全面实施工程建
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力争营商环
境便利度排名进入全球前 20 位。

坚持融合发展 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施补短板项目 183 项以上。
推动服务业跨越发展。加快商业
步行街提档升级，
引进全球品牌首店、
旗舰店和体验店，
打造直播带货、
短视
频制作、新媒体运营等一批直播平
台。办好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
打造
1~2个产业链完整、
专业性强的跨境电
商产业园。新引进企业总部50家。

坚持城乡统筹 加快建设高颜值宜居城市
完善新区新城功能配套。推进
福米智能智造园、数字教育小镇、中
电福富 5G 产业园等产城融合示范
区建设，
壮大临空经济示范区。
提升老城环境品质。实施新一
轮市区、县城、镇区品质提升“十位
一体”
工作方案。
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建成道庆
洲大桥、洪塘大桥、洪山桥等一批项

目。开通地铁 6 号线长乐段，动建 2
号线东延线和 6 号线东调段。
提高城市文化品位。高水平高
标准办好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启
动建设美术馆新馆、博物馆新馆。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持续开展
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旱厕改
造、危旧房清理、庭院绿化。新增乡
村振兴中高级版试点村 60 个以上。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 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 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 8.5%
吴世耀制图

推进“三个福州”建设。办好第
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打造数字
应用第一城。力争数字经济规模突
破 5000 亿元。
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继续实
施“双百双千”增产增效专项行动，
精准帮扶重点企业 2700 家。深入
开展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征 程 的 开 局 之 年 ，要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今
年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将
重点抓好以下各个方面工作。

二二 二一年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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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建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
社会保障质量，维护社会安定稳
定，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

坚持绿色发展
努力打造升级版生态家园
健全生态保护机制。实行排污
许可制，构建建设项目全链条环境
监管机制。推行“林长制”，严厉打
击破坏林业生态资源违法行为。
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出台传统
村落规划编制指南。编制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8
万亩。
严守生态环保红线。力争空气
质量在中国省会城市排名保持前
3。推行“河长日”
“河长制”，力争主
要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90%以上。

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扩大优质教育供给。加快教育强市建设。新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 28 所、中小学 20 所，新增公办幼儿
园学位 8000 个。推动健康福州建设。完成市一医
院、市二医院、肺科医院、精神病院等 4 家重点医院
改造提升任务。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落实“十个
一批”
扩岗行动，
力争城镇新增就业 12.5 万人。推动
社区养老工作，
改造提升晋安、马尾等一批社区养老
照料中心，
建成台江、仓山等一批社会福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