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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金华发展新定位：
丝路枢纽、
商贸之都、
智造强市、
文化名城、
旅居福地
到 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5 万元
社会保障覆盖率达 100%，
城市化人口达到 69%

昨天下午，
金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开幕，
这是
“十三五”
开局之年金华的重要会议。会议将听取和审查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
批准金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审议《金华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
》及其他事项。
开幕会上，
金华市市长暨军民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和
“十三五”
规划纲要草案说明；
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健作了关于《金华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
》的说明。
这份报告既总结了2015年主要工作和
“十二五”
发展成就，
更提出
“十三五”
期间金华发展目标和任务，
并就2016年金华政府工作进行安排。
通讯员 吴攀 记者 江胜忠 摄影 朱凌飞

暨军民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到 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5 万元

暨军民说，金华“十三五”发展的主要目标可用一组
数据描述：
综合实力方面，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8%，到
2020 年，提前实现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全体居民收
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区域创新体系更趋完善，优势产业
竞争力不断增强，五大千亿产业总产值（总收入）达 2 万
亿元以上，三产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 53%。主要经济
指标进入全省中上游水平。
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同步。人均生产总值 10 万元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 5 万元，社会保障覆盖率达 100%，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
总值比重达 2.5%左右，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62%。
城乡统筹方面，以都市区为主题形态的新型城镇化
体系基本建立，核心城市能极显著提升，群城共建机制全
面形成，
“一轴两带多组团”空间格局加快构建，常住人口
城市化率达到 69%左右。
生态环境方面，全面消灭 V 类水质断面，地表水达到

金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现场
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 80%以上，PM2.5 浓度明显下降。生
态文明建设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全面创建美丽浙江先行
区、全省生态文明示范区。

打造线上线下两个万亿级市场，充分发挥综保区、跨境电
子商务平台的进口、出口、转口作用，努力实现“买全球、
卖全球”
，打造享誉国内外的商贸之都。
智造强市。围绕创新驱动，以人才为本，大力发展以
五大千亿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加快机器换人，建设智
20 个字概括未来五年金华发展新定位
报告提到未来的五年，要将金华建设成浙江发展新 慧工厂，实现智能制造，不断提高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
加值，努力建设成为长三角南翼的智造强市。
的重要增长极，
努力成为走在全省前列的城市。
文化名城。立足金华文化底蕴，
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
这个功能定位概括起来就是“丝路枢纽、商贸之都、
平。做强横店国家级影视文化产业基地、
金华互联网娱乐
智造强市、文化名城、旅居福地”20 个字。
优化延伸文化产业链接，
推进文化产业
丝路枢纽。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契机，强化义 等文化创意创业园，
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
整合各类文化资源，
推进文化
新欧、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作用，发挥金义综合保税区和义 全域化，
旅游、
时尚等产业融合发展，
提升文化凝聚力、
服务
乌国际保税物流中心（B 型）的对内辐射、对外开放作用， 与商贸、
力、
竞争力，
建设独具八婺古风的文化名城。
推动国际商贸、特色制造、电子商务、旅游休闲、陆港物流
旅居福地。着力护卫绿水青山，
做大金山银山，
充分发
功能链接全球网络，积极融入国际区域合作，打造新丝绸
挥山水资源和环境优势，
建设浙中大景区。大力发展生态
之路的重要枢纽。
优化基础设施，
提升城乡品位，
改善生活环境，
助推
“两
商贸之都。依托义乌国际商贸城、永康中国科技五 经济，
“
、两美”
金华建设，
让金华净起来、
绿起来、
富起来、
美起
金城、东阳中国木雕城等专业市场，大力推动“互联网+现 富”
打造生态环境优美、
生活品质优越的旅居福地。
代商贸”发展模式，推进网络市场与实体市场融合发展， 来，

涵盖治污防尘、教育、就医、就业、养老、治堵等方面

今年金华市政府要给老百姓办哪十件实事？
通讯员 吴攀

记者 江胜忠

暨军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6 年是“十三五”开
局之年，金华将突出抓好转方式、促改革、抓统筹、强整
治、惠民生、防风险等工作，为实现“走在前列、共建金华”
起好步，
开好头。
在前期公开征求全社会意见的基础上，今年，金华市
人民政府确定了十个方面的实事，涵盖了治污防尘、教
育、就医、食品安全、就业、养老、治堵、智慧城市等方面。
暨军民说，政府要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
1.治霾 完成浙能兰溪电厂 2 台机组烟气超低排
放技术改造，淘汰高污染燃料锅炉 2000 台以上，县级以
上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锅炉。新建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站 7 座以上，充电桩 500 个以上。全面淘汰
黄标车。
2.清淤 完成 4 座镇级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
造，新增污水管网 280 公里，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800

个行政村，新增受益农户 10 万户，完成河道清淤等综合
整治 200 公里以上。

200 家，新增二维码可追溯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350 家。

4.就医 深化医保付费方式改革，在金华市区 7 家
主要医疗机构探索“同病同价、优质优价”结算方式。基
层责任医生规范签约率达 20%。实现在职职工住院医疗
互助保障参保人数 30 万人。

8.环境卫生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实现乡
镇全覆盖、行政村覆盖 95%以上。实施农村环境“四整治
一美化”行动，创建达标村 60%以上。新建或改造旅游厕
所 229 个。

3.教育均衡 启动创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35
所，其中建成 9 所。建成中小学塑胶跑道 18 条，覆盖率达
到 90%。等级幼儿园、惠普园覆盖面分别达到 92%和
80%以上。

5.就业养老 新增城镇就业 7 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 4%以内。新建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 100 个，建设医养结合和家院互融养老服务机构 20
家，
新增养老床位（含社会床位）2000 张以上。

7.农村惠民 新增农村文化礼堂（文化公园）100
个。提升美丽乡村公路1000公里，
改善10万户农村人口饮
水条件。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 1000 户以上。新建
示范农村电商服务站320个，
建成示范电商专业村100个。

9.城市治堵 开通运行 BRT3 号、4 号线，新增公
共自行车桩位 3000 个。打通断头路 22 条，道路优化改造
15 条，金华市区公交分担率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

10.智慧城市 金华市区发放社会保障市民卡 20
6.食品安全 创建放心农贸市场 20 家，城区农贸 万张。全市建成无线局域网（WiFi）AP 点 3000 个，并免

市场质量追溯体系建成率达 75%以上，建成“阳光厨房” 费开放。新建城市社区智能投递终端 260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