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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4日在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云南省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提请会议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5 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15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各

项决策，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经济社会

发展各个领域，全力以赴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

民生各项工作，基本完成了年初计划目标，总体保持了全省

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初步统计，全年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8.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5%，

分别比计划目标高 0.2个、0.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长 18%，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6.5%，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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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5%，均完成年初计划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2%，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17.2%，分别欠计划目标 2.3 个、30.2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1.9%，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7.8%左右，均控制在年度计划目标之

内；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4‰，超出控制线 0.4个千分点。 

    （一）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强化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及

时出台了 27 条稳增长政策措施，成立 8 个稳增长工作组深

入州、市、县督促协调解决政策落实、项目推进等工作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有效扭转了经济下滑的不利局面。农业保

持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年粮食产量达 1876.4万吨左右，

比上年增加 15.7万吨。工业呈现恢复性增长，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7%。旅游业迈上新台阶，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 3320

亿元，增长 24.5%。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民间投资同比

增长 8.4%，民间投资占比达 42.9%。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共争取到 205.55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争取到四批国家专

项建设基金共计 447.86 亿元。 

    （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咖啡、橡胶、鲜切花产量均

为全国第一，野生食用菌成为我省第二大出口创汇农产品。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省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

705 户，登记注册农民合作社 33588 个，家庭农场总数达到

8008 个，省级精品农业庄园达到 102 个。淘汰钢铁、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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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铁合金、有色金属等一批落后和过剩产能，提前一年

完成国家下达我省的“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抓

好石化、汽车、水电铝三大产业发展规划落实，推进聚丙烯、

文山 60 万吨氧化铝等重大项目建设。生物医药引领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8%。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45%。深入实施 6

大消费工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等新兴服务业。 

    （三）关乎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顺利实施。滇中引水工

程项目建议书获国家批复；滇中新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成

为全国第 15 个国家级新区；国家同意“十三五”期间对我

省国家高速公路项目给予建安费 50%的补助；进一步加大了

对我省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支持力度，较大幅度增

加 7 度以上抗震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任务；倾斜支持我省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全年共安排我省 160 万亩退耕还林还草

任务；滇池保护治理列入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三五”

规划。 

    （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车马碧大型水库和

柴石滩大型灌区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德厚水

库可研报告获国家批复并开工建设。《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

报告》上报国家待批，乌东德水电站通过国家核准。电力装

机达到 8000万千瓦，累计建成石油、天然气管道 4337公里，

农村电网户表改造率 98%。昆明枢纽、昆玉扩能铁路即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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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车，玉磨、大临、弥蒙、叙毕铁路开工建设；西石、昭

会、功待、龙瑞高速芒市至畹町段已建成通车，小磨、保泸

等 11 条高速公路已开工建设，嵩昆、曲宣等 30条在建高速

公路快速推进；泸沽湖机场建成通航，腾冲机场扩建工程开

工建设，沧源机场、澜沧机场等在建项目快速推进，红河蒙

自机场前期工作取得突破。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建成运

行，滇中引水勘察试验性工程正式动工。 

    （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向社会公布了 60家省级单位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取消和下放投资核准事项 31 项，清理

整顿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实施，新修订的《云南

省定价目录》（2015 年版）于 2016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电

力体制改革成为国家第一批改革试点，输配电价改革成为国

家第二批专项改革试点。桥头堡建设第 4 次部际联席会议顺

利召开，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红河综合保税

区分别获国家批准和验收。成功举办了第 3 届中国-南亚博

览会暨第 23 届昆交会、2015 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出台

了云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实施方案、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实施

意见。深化与泛珠三角、长三角及周边省区的经贸交流合作。

全年全省引进省外到位资金 6488.5亿元，实际到位外资 29.9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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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整体稳定，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0.9 万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已开工

21.40万套，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 50万户。积

极开展“挂包帮”“转走访”活动，预计全年解决 100万人

的脱贫问题，解决 220.78万农村人口和 5.77 万农村学校师

生饮水安全问题。启动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工作，城乡居

民医保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380元。10 件惠民实事全

部办结。 

    （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出台了努力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扎实推进低碳试点省建设，昆

明呈贡新区成为国家 8个低碳城镇试点之一。抓好普洱市国

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建设，迪庆州、大理州洱源县、西双

版纳勐海县、文山州广南县被国家列入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

示范区，滇池、洱海、抚仙湖等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取得积

极进展，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下降目标任务顺利

完成。 

    二、2016 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主要目标 

    从省外看，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薄弱，外部环境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

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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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区很多产业都在发生可喜变化。 

    从省内看，随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

战略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实施，我省将逐步从内陆边缘地区

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发展空间广阔，面临的

机遇前所未有。尤其是国家加大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力度，

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等给我省发展带来了较好机遇。同时，

我省经济发展正面临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多重

压力。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加之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等瓶

颈制约，经济运行潜在风险不断增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建议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长 18%左右；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5%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12%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左右；全省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5%左右，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 10%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 7.2‰左右；能耗总量与强度、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碳强度下降 2%左右。 

    三、2016 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有效化解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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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推动钢铁、水泥等优势

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二是在降低企业成本上“出实招”，

全面梳理和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减轻企业负担的各项优惠

政策措施，抓紧制定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实施方案。三是有

效化解商品房库存，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化解商品房库存

的措施，继续实施“以购代建”和货币化安置政策，加快农

民工市民化，增加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四是防风险

去杠杆，加强对金融市场有效监管，积极防范和有效化解金

融风险。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五是加快培育新产业补齐发展短板，积极引导企业延伸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技术含量高、质

量效益高、成长速度高的企业，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二）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一是增加有效投资。继

续落实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责任制，建立并落实好重大建设项

目“领导联系包抓制度”，建立投融资联席会议制度。增加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新兴产业投资。推动五大基础设施网络

建设，加大新型城镇化、民生领域、生态环保方面的投资。

建立专项建设基金 3 年滚动项目库，加快省预算内资金下达

拨付进度，大力推广 PPP 项目。实施全省 2016 年“四个一

百”重点项目建设计划、五大基础网络 2016 年建设计划等

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二是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宽带乡

村，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旅游景区污水、供气、供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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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廊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开展线上线下

促销活动。升级改造一批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完善农村商业

网点布局。稳定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抓好旅游市场整治，

提升旅游质量，做强旅游产业。深入实施养老健康家政、信

息、旅游、住房、绿色、教育文化体育 6 大领域消费工程。

加强价格监管和价格反垄断执法，加大涉企收费等价格检查

力度，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认

真落实好中央结构性减税的各项政策，坚决消除政策“堰塞

湖”。保障煤电油气运稳定供给，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

度，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计划，盘活土地存量，推进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 

    （三）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加快传统产业

优化升级，启动中国制造 2025 云南行动计划，继续抓好石

化、水电铝、汽车三大产业发展规划的组织实施和重点项目

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园区，推动园区经济发

展。二是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战略举措，加快新兴产业

发展，积极争取一批重大项目实施，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聚发展。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和生活性服务业，推动提升大健康、旅游业等优势产业向高

端发展，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的

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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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着力推进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一是大力发

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做优做特云花、云茶、云咖等特色农

业经作，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改造中低产田地 300万亩以上。力争冬季农业开

发面积达 2480 万亩以上，产值突破 390 亿元。二是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50万件“五小水利”工程，力争水利

投资完成 300 亿元以上。三是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

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小巨人”、新

型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打造一批年销售收入 50亿

元以上的农业小巨人。加大农民合作示范社创建力度，力争

全省新增农民合作社 1500个以上。 

    （五）着力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快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在建铁路项目进度，推动云南迈入高铁时代。

加快推进滇中高速公路网、玉溪至临沧、保山至泸水高速公

路建设。加快澜沧、蒙自机场建设，确保沧源机场建成通航；

加快推进元阳、丘北等新建机场项目前期工作。二是加快推

进互联互通标志性工程建设，完善部省际协调机制，积极推

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切实加

快中越、中老泰、中缅、中缅印通道等一批重大互联互通项

目建设。三是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确保滇中引水工程年内正

式开工建设，加快推进列入国家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

进度。四是加快能源网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梨园、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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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等在建大型水电站项目建设，推进中缅油气管道和配套炼

油项目建设，加大省内用气规模。五是加快互联网信息设施

建设。深入开展“宽带乡村”工程和中小城市通信基础网络

完善工程，加快电信股份云南分公司“全光网省”等重大项

目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云上云”行动计划，深化“互联网

+”在各领域的应用。 

    （六）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加强城镇化顶层

设计。对接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加快滇中城市经济圈

建设和中小城市培育。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

沿边特色城镇。二是积极推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进曲靖市、

红河州、大理市、隆阳区板桥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推动昆明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三是加快农业人口市民化进

程。研究制定和落实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公共服务等

方面的配套政策，促进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农业转移人口

以及城郊结合部居民市民化。 

    （七）着力深化改革扩开放。一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继续推行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扎实推进国

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继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

全面推进落实水、电、油、气、运等资源性和基础产品价格

改革。完成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适时启动事业单位

和国企车改工作。二是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抓好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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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

区、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建设实施一批重

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打造境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试

验示范园区。进一步完善通关便利化，助推双边贸易发展。

加强国内合作，强化与长江经济带流域、泛珠地区的经济互

动。 

    （八）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稳岗增岗。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实施好各项创业、就业、再就业

扶持援助政策，确保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

二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继续推进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推进城乡

基本医保制度整合。全面实行州市级统筹、城乡统筹、商业

保险承办的大病保险。三是强化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积极

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深入推进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供应

保障改革，推进分级诊疗试点建设，抓好云南省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等高水平医院建设。全力推动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

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等民生工程的实施。

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平稳。谋划实

施 10 件惠民实事。 

    （九）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一是完善建档立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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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建档立卡“回头看”，摸清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致贫

原因，抓紧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库。二是抓好“五个一”工

程的实施，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

医疗救助等措施，确保全省今年减少贫困人口 120 万人，12

个县（市）脱贫摘帽。三是精准扶贫、重点突破。重点推进

4 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确保贫困地区的发展速度、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一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贯彻落实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实施意见，扎实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二是加快推进“森林云南”建设。

全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林业十大行动计划，加大生态修复与

治理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抓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还草、湿地保护等林业重点项目工程。三是狠抓节能减排，

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耗，确保完成国家下达我省年度节能减

排目标任务。四是抓好低碳试点省工作。积极推进低碳产品

认证试点工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机制，抓好低碳产业

园区、低碳社区、低碳城镇等示范项目落实。五是强化环境

保护和整治。加大重点流域、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力度，完善

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提升环境应急预警和监测处

置能力。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

放统计、核算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