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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乐山市人民政府，向

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查，并请市政协
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十三五”及
2020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是我市发展
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
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自然灾害的冲
击影响，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决策部
署，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如期完成。

这五年，我们全力稳定经济增势，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预计 2016—
2020年（下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7.5%，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
平均水平，全市 GDP 总量可望进入

“2000亿俱乐部”，全省排名从第九位
上升到第八位，工业增加值从第七位上
升到第五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从第十
三位上升到第八位，全市人均GDP突
破6万元，较2015年增长50%，主要经
济指标走在全省“第一方阵”。峨眉山
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分别获评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强县、先进县。

这五年，我们聚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全面小康的成色更足。脱贫攻坚扎

实推进，21.2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59个贫困村、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
困地区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市连续
三年被评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市。污染
防治力度空前，关停“散乱污”企业近
1900家，实施减排降耗治污项目1500
余个，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峨
眉山景区违建整治、绿心公园保护等成
果显著，森林覆盖率达60.8%，较2015
年提高5.4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和
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下降 17.9%和
23%，主城区PM2.5年均浓度累计下降
30.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持续增加，劣
Ⅴ类水质断面基本消除，配合颁布实施
《乐山市中心城区绿心保护条例》《乐山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峨
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乐
山大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
和《乐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取得积极成效，金融、债务、
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总体可控，高风险法
人金融机构全部摘帽，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牢牢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行业性风险的底线。

这五年，我们统筹推进城乡建设，
基础条件明显改善。交通大会战成果
丰硕，岷江航电犍为枢纽通航发电、龙
溪口枢纽加快建设，环主城区“半小时
交通圈”全面形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较“十二五”末翻番，即将基本实现县县
通高速，乐山融入国家高铁网。农村路
水电气网等设施不断完善，创建国省级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5个，交通扶贫
“两通”目标和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顺利完成，农村自来水基本普及，实
现 4G网络全域覆盖和光纤宽带村村
通。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一城两新
区”加快成势，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增
至78.3平方公里，21.6万农业转移人口
有序实现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
高7.7个百分点、达55%。乡村振兴开
局良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圆
满完成，60%的行政村建成“美丽四川·
宜居乡村”达标村，获评省级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先进县1个、先进乡镇2
个、示范村22个。

这五年，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新旧动能转换大提速。旅游主导带
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占比提高
9.5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由 13.3∶
51.2∶35.5调整为13∶42∶45，实现由“二
三一”向“三二一”结构转变。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构建，浙川东西协作乐山产业
园布局建设，“一总部三基地”积蓄成
势，“中国绿色硅谷”基本成形，建成省
级经开区5个，全市工业集中度较“十
二五”末提高5个百分点、达78%；累计
培育国省级现代农业园区8个，茶产业
综合实力走在全省前列。创新活力更
加充沛，科技创新综合水平指数提高
4.5个百分点、达57.5%，“十三五”投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74.4亿元、专利申
请总量1.2万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106家，分别是“十二五”时期的2.7倍、

2.4倍和1.5倍。
这五年，我们不断深化开放合作，

对外开放步伐更坚定。搭建茶博会、药
博会、峨眉山音乐节、国际马拉松等节
会赛事平台，旅博会品牌效应持续提
升，“十三五”期间接待国内外游客2.6
亿人次，是“十二五”时期的2倍，旅游
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二，乐山成为成都
航空口岸过境 144 小时免签停留城
市。招商引资成效明显，引进融创集
团、中旅集团、恒大集团、通威股份、晶
科能源、协鑫集团等“553”企业79家，

“十三五”累计到位市外内资逾3000亿
元，较“十二五”增加近500亿元。对外
合作不断深化，“十三五”实际利用外商
投资20亿元，“乐山造”产品出口扩大
到 110 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好城市
（景区）增至22个。

这五年，我们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26万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消
除，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3.9万元和1.8万元，分别是“十二五”末
的1.5倍和1.6倍。各项社会保障待遇
逐年提高，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
分别超过90%和98%，5.3万户城乡特
殊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社会事业长
足发展，彝区“一村一幼”“一村一医”全
覆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认
定，跻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标补短三年行
动计划顺利完成。创新“心连心”服务、

“环保曝光台”等社会治理新模式，“七
五”普法任务圆满完成。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通过公示即将命名，通过省文明城
市综合测评和复查，全面提升了城市

“精气神”。
刚刚过去的2020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百年一遇的
“8·18”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我们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扣“六
稳”“六保”任务，坚持农业多贡献、工业
挑大梁、投资唱主角、消费促升级，统筹
推进“两手抓”，稳定经济“基本盘”，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预计（下同）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6%；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下降2.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6.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9%，呈现持续恢复向好态势。一年
来，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众志成城抗击疫情。面对疫
情大考，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第
一时间组建防控指挥部，突出“早、准、
狠”，主动防、严格控、全力治，2万余名
医务人员白衣执甲、冲锋在前，广大党
员干部、驻乐部队、公安干警、社区工作
者不辞辛劳、日夜奋战，打响了一场没

有硝烟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在全省率先果断关闭景区景
点、宗教场所，暂停群众聚集性活动，是
全省新冠肺炎发病数和发病率最低市
州之一。转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后，我们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加强人物同防、多
病共防，核酸检测机构实现县级全覆
盖，全市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达3万人
份，医用口罩日产能达 40 万只以上。
第一时间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打出
援企纾困、稳岗就业、春茶生产、保供稳
价等“组合拳”，累计优惠企业电费12.2
亿元，新增减税降费 12亿元，社保减
免、稳岗就业支持17.8亿元，财政贴息
支持“战疫贷”10.9亿元，在全省率先组
织重大项目复工和48万中小学师生返
校复课，2.7万农民工借“春风行动”安
全返岗，2万余名农民工实现就地就近
务工，“两手抓”工作获中央调研组充分
肯定，涌现全国抗击疫情先进个人 1
名，全省先进个人35名、先进集体12
个。

二是以汛为令抗洪救灾。面对汛
情大考，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立
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打赢防
汛减灾硬仗，实现大灾面前“零伤亡”，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特别是面对“8·18”特大暴雨洪涝
灾害，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临乐山、
坐镇指挥，全市上下团结一心，与各方
驰援力量一道鏖战洪魔，（紧转第2版）

政府工作报告
2021年1月7日在乐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彤

就业创业稳步提升

“2020年，我的茶园及茶叶加工车
间一共解决了三四十人就业。”深冬时
节，夹江县华头镇前锋村村民杨志兵忙
着扩建他的茶叶加工车间。杨志兵是

一名脱贫户，在就业创业政策支持下，
他于几年前走上了创业道路，并带动村
民增收。他说：“有政策支持，我计划继
续扩大茶叶种植规模和加工规模，带动
更多村民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0年，我
市进一步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研究出
台《乐山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稳岗
就业十二条政策措施》等，以稳企促稳
岗、以稳岗促就业,统筹推进就业创业、
就业扶贫等工作。通过“企业复工吸纳
一批，项目开工招工一批，外出返岗转
移一批，网络培训提升一批，季节用工
促进一批，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全力做
好贫困劳动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全市城
镇新增就业4.9万人。

同时，在乡村人才培育、就业扶贫、
强化创业支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
面精准发力，开展“嘉家乐”农民工服务
保障五大专项行动，建成就业扶贫车间、
农村劳务合作社等就业扶贫载体95个，
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2020年，全市转移

输出农村劳动力就业101.72万人，其中
省外就业13.91万人，省内就业87.81万
人，实现贫困人口外出务工7.2万余人。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寒冬时节，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
茗新村幼儿园内，活动室里的立式空调
吹出暖暖的风，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欢乐地唱歌、跳舞、做游戏。这所幼儿
园于2020年建成投用，环境优美，设施
齐备。“‘一村一幼’办得好，孩子在家门
口就近免费入园，还有免费可口的营养
餐吃，感谢党的好政策，共产党‘瓦几
瓦’！”孩子家长感慨地说。

与此同时，在中心城区18所民办幼
儿园内，享受2020年政府购买学前教育
服务的1000名幼儿，既能享受优质的学
前教育，也能享受中心城区同类同期公
办幼儿园一样的保教费收费标准。

2020年，我市全力推动教育优质均
衡协调发展，发展硬实力，增强软实力，提
升竞争力，解决办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实施教育重大项目32个，新改扩建中小
学（幼儿园）112所，新增学位近1.2万个。
其中，沐川中学迁建、乐山国家高新区实
验小学新建等6个教育重点项目已全线
竣工并投入投用。

2020年，我市集中力量打造“一村
一幼”升级版，学前教育普惠率提高到
84%。创新成立乐山一中教育集团，为
打造基础教育优质品牌奠定了基础。
全年减免、资助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学费
（保教费）16.5万人次，帮困助学实现全
覆盖，全市无因贫辍学情况。

健康乐山有序推进

“自从市妇幼保健院搬迁到青江新
区后，我们看病就更便捷了，新医院的
硬件设施、环境更优，带给我们更好的
就医体验。”近日，带孩子到市妇幼保健
院新址就诊的郭女士说。据悉，市妇幼
保健院新址于2020年3月投用，新的院
区有240张床位，年门急诊接诊能力可
达1.3万人次， （紧转第4版）

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020年我市实施民生实事综述

就业创业稳步提升、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健康乐山有序推进、社
会保障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提档升
级……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及特大洪涝灾害带来的各种挑战，
我市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目标，坚持民生实事优先原则，全
面完成 34 件民生实事，资金实际
拨 付 28.88 亿 元 、占 年 计 划 的
102.4%，托起人民群众“稳稳的幸
福”。

■ 记者 张清

近日，乐西高速公路大渡河特
大桥61-64号墩现浇连续梁左幅
首次混凝土施工顺利完成，为项目
贯通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从中铁
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乐西高速公路
SG1标项目经理部获悉，这不仅
是大渡河特大桥首次上部结构施
工，也是乐西高速全线首次上部结
构施工。

记者 宋雪

乐西高速公路大渡河特大桥现浇梁施工现场乐西高速公路大渡河特大桥现浇梁施工现场 项目部供图项目部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清）1 月 15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20
年我市网络交易额实现477.42 亿
元，在全省排名居第6位，同比增长
3.50%。其中，网络零售额实现
277.73亿元，在全省排名居第2位；
大 宗 及 B2B 网 络 交 易 额 实 现
199.69亿元。

实物型电商高速发展。2020
年，我市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实现
85.30亿元，在全省排名居第3位，
同比增长29.24%，较全省平均高出
7.59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保健、母
婴用品、药品器械在实物型网络零
售额中占比较去年同期分别提升
4.64、0.58、0.31个百分点。

服务型电商复苏再添“加速
度”。2020年，我市服务型网络零
售额实现192.42亿元，在全省排名
居第2位，同比增长0.45%，较全省
平均高出2.39个百分点。其中，在
线餐饮、游戏话费、生活服务在服
务型网络零售额中占比较去年同
期分别提升3.11、0.42、0.16个百分
点。

农村电商活力不减。2020年，

我市农村网络零售额实现 198.99
亿元，在全省占比13.70%。其中，
农 村 服 务 型 网 络 零 售 额 实 现
158.79亿元，农村实物型网络零售
额实现40.20亿元。

“直播+”模式有效链接供需两
端，互动式营销加速农产品上行效
率。2020年，我市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 实 现 14.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21%。其中，茶饮、蔬菜、畜禽分
别实现11.81亿元、0.89亿元、0.46
亿元，在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占
比82.77%、6.21%、3.21%。农产品
热销品类中，绿茶、茉莉花茶、苦丁
茶品类最为热销。

2020年，我市推动得天独厚的
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与数字、网红经
济融合发展，助推旅游消费提质转
型升级，以发放消费券、发展“夜经
济”、携手“直播+”模式、开展“双十
一”促销、举办2020川货电商节乐
山分会场活动等举措，提振消费，
为整体经济回暖注入活力。截至
2020 年底，我市网商总数共计
52645家，电商带动就业人数16.09
万人。

2020年我市网络交易额
实现477.42亿元

本报讯（记者 吴薇）日前，记者
从中心城区嘉州大道（嘉祥路交叉
路口）新建人行地道工程施工现场
获悉，该项目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
通道清理、打扫卫生等收尾工作，预
计本月底竣工验收合格后开放。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围
挡已全部拆除，地下通道照明设施
全部开启，工人们正忙着清扫、调
试照明灯、清运垃圾等工作。“项目
装饰装修工作已全部完工，目前正
进行最后的卫生清理工作。”项目
现场负责人介绍，人行地道月底验

收合格后，就可开放；自动电扶梯
和垂直升降电扶梯需要专业机构
检测合格，具备条件后才能运行。

据悉，中心城区嘉州大道（嘉
祥路交叉路口）新建人行地道工程
主通道长57.7米，最大净宽为6米，
连接地面道路，在通道两侧进出口
还设计有自动电扶梯和垂直升降
电梯，实现无障碍通行。这是中心
城区第一座设计有自动电扶梯和
垂直升降电扶梯的城市人行地道，
将有效缓解该地段交通压力，提高
行人通行效率，确保通行安全。

嘉州大道人行地道月底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