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大慶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開局起步之年，大慶市委副書記、市
長夏立華信心滿滿指出，本屆政府將秉承 「負責任地幹事、幹負責任的事」工
作理念，勇於承擔起組織和人民賦予的責任使命，着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現
「六個重大突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開創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建設新局面，

努力把這一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現實。

實現 「六個重大突破」
圍繞建設富裕大慶，推動產業發展實現重大突破。提升 「四大基地」，加

快發展現代農業，標準化推動種植業增效，集約化帶動畜牧業提質，產業化牽
動棚室經濟擴張，農業增加值實現倍增，建
成龍江西部現代農業示範區。挖掘優勢、搶
佔高端、集群發展現代工業，延伸增值做深
石油化工，集聚配套做大裝備製造，龍頭帶
動做強汽車產業，高點切入做優新材料和新
能源，瞄準前沿做精生物和生命科學等產
業，構築起傳統工業升級轉型、新興工業加
速崛起的新優勢。創意引領、關聯融合、跨
越發展現代服務業，形成區域金融、商貿、
會展、資訊中心，建設旅遊目的地城市，現
代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0%以上。

圍繞建設宜居大慶，推動城鄉建設實現
重大突破。以世紀大道為中軸打造城市帶狀
中心區，以 「四個新城」為依託打造分工合
理的特色功能區，以小城鎮和示範村為牽動打造梯次銜接的外圍綜合區，加快
構建城區中心輻射、四縣衛星組團、新型城鎮環擁的空間格局。塑造特色風
格，開闢城市運河，打造平原森林，建設生態景觀，融入文化內涵，提升城市
現代化管理水平，基本建成國家園林城市和國際人居優善城市等。

圍繞建設和諧大慶，推動民生改善實現重大突破。健全 「六大」體系，實
現學有優教、勞有所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提升居民收入水
平，鼓勵創業，擴大就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2%以上，農村
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 15%以上；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城鄉養老保險全覆
蓋，住房保障和社會化養老服務進入全國先進行列。

圍繞建設文明大慶，推動文化繁榮實現重大突破。主要是提供優質文化服
務，文化設施健全完善開放共享，文化活動活躍城鄉深入人心，文化精品不斷
湧現彰顯特色，文化服務更好滿足多元需求，全市公益性文體設施達標率超過
90%。引領擴大文化消費，創意催生特色文化產品，專業運作文化市場，培育打
造文化產業集群，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30%以上，成為接續產業的重要支
柱。

圍繞建設智慧大慶，推動創新引領實現重大突破。加快產業智能化，大力
促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加速信息技術與農業、工業、服務業深度融
合，啟動建設雲計算中心、移動互聯中心和物聯網中心，基本建成國家新一代
信息技術產業示範基地。加快便民服務智能化，建設就醫就學就業和社保低保
醫保等便民服務智能化平台，提高電子商務、社區服務、家居生活等信息化水
平，市民能夠更好地享受到 「一卡通」、 「一站式」、互動性、高效率的智能
服務。

圍繞建設活力大慶，推動改革開放實現重大突破。着眼全球緊盯東北亞，
擴大石油石化、機械裝備、資訊外包等優勢領域經貿合作，加速壯大外向型生
產、服務和貿易企業群體，建設國際航空港等功能平台，更廣泛地參與區域性
國際性經濟合作，提升全國性和國際性重要會展賽事的舉辦承辦能力，城市開
放度和影響力顯著增強。

負責任地幹事、幹負責任的事
夏立華指出，今年大慶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全市地區生產

總值增長12%，地方財政收入增長22%，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5%，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過 25000 元，農村居民人均
純收入突破10000元，萬元GDP綜合能耗
下降3.5%。將抓好以下重點工作：

（一）抓好油化服務。全力以赴搞好
油化企業生產生活服務。突出保障4000萬
噸穩產。重點維護油田產能秩序，嚴厲打
擊偷盜油氣和電力設施等違法犯罪行為；
服務石化項目順利推進。大力支持 120 萬
噸乙烯改擴建、30萬噸聚丙烯二期、千萬
噸煉油等項目按計劃推進，確保年內建成
投產等等。

（二）抓好產業項目。深入實施 「三
百」行動計劃，服務企業更好發展做優存
量，突出產業項目建設做大增量。新建續

建千萬元以上產業項目367個，力爭開復工率和投資強度再創新高。建好 「四大
基地」和棚室經濟為重點的現代農業項目。加快建設北國之春夢幻城、龍鳳濕
地公園、阿木塔風情園等旅遊項目；加快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新華08國際石
油資訊中心、黑魚湖國際藝術村等文體項目，搞好大型場館運營，推動發展創
意設計、演出賽事、文博會展，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30%；完善提升新肇內陸
港，規劃建設高新區物流園，加快建設服務外包產業園，抓好高新區國家創新
型產業集群試點，提升科技園、孵化器、中試平台等功能，推動科技成果產業
化等等。

（三）抓好城鄉建設。推進新城開發老區改造。慶東新城高起點開發濕地
周邊區域，完成青龍山地區基礎設施配套；慶南新城重點推進三個組團基礎設
施、城區功能、生態環境提檔升級；慶西新城加快啟動讓通線以西區域規劃設
計，整體建設富強地區；慶北新城重點規劃啟動北國之春夢幻城二期，加快蘭
德湖周邊區域規模開發。強化城市重要節點、主要幹線兩側破舊房屋整理和沿
街立面整修，繼續推進老居住區整體改造，實現公用設施配套、功能完善和環
境優化。推進重點工程建設。高起點建好11個新型小城鎮和16個示範新村。與
此同時，今年大慶市還要抓好民生實事、抓好社會管理、抓好改革開放等等。

大慶發展前景美好：大慶正大力發展接續產業 ，做大做強以石化產業為
主導，農牧產品加工、石油石化裝備製造、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為支撐的
產業格局；建設現代都市，實施 「東移北擴、中聯西拓」戰略，規劃建設慶北
和慶南新城，拉開大城市框架，拓展提升城市的承載能力和區域中心城市的輻
射功能，一個生機勃勃的大慶正揚帆起啟，駛向幸福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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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 「全國」 兩會的春風，站在新的起點，中國石油名城─大慶，處處澎湃起春潮般的力量，快步踏上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新征程。藍圖繪就、戰鼓擂響，新時期的大慶
人好風憑勁力，秉承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滿腔熱忱地投身經濟建設大潮，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新跨越，創建百年油田，建設宜居城市，構建和諧大慶，舉全市之力建設的富裕、
宜居、和諧、文明、智慧、活力的 「六個」 大慶正撲面而來。 本報記者 傅彥華 圖：大慶市委宣傳部

踏上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新征程踏上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新征程
綠色油化之都綠色油化之都 天然百湖之城天然百湖之城 北國溫泉之鄉北國溫泉之鄉

市長夏立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群
眾在我們心中有多重，我們在群眾心中就有多
重。今年大慶市委、市政府將保障和改善民生列
為政府工作的頭等大事，把為大慶人民謀福祉作
為推動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建設的根本目的，將更
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其主要是滿足多層次民生需求。深入推進
「十大民生工程」，重點辦好幼兒入園、市民出

行、社區環境、農民看病、城鄉就業、低收入群
體住房、中小企業融資、社會化養老、物業供
熱、文化休閒十件實事。

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推進社保提標擴面，加
快城鄉醫療、失業保險市級統籌，搞好 「新農

保」和 「城居保」試點，完成 「五險」擴面 4 萬
人。

對城鄉低保、低收入、農村 「五保」等群
體，實施 「生老病死殘、衣食住學暖」綜合救
助。鞏固提升教育水平，着力發展均衡、優質、
特色、平安教育，大力推進公辦幼兒園建設，公
辦園達到全市幼兒園總數的45%，積極改善居住
條件，建設經濟適用房、棚改安置房等保障性住
房 40 萬平方米，改造泥草房 1.3 萬戶，兩年內消
滅四縣城關鎮棚戶區，加快解決市區無房、人均
住房建築面積低於15平方米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問
題。在構建和諧社會上下功夫，建設平安和諧幸
福大慶，讓群眾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大慶一座飲譽中外的石油名城，而今，正以另一張靈動的
面孔示人……走進大慶，走進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興的石油
城，同時也走進了一座素有 「綠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
北國溫泉之鄉」美譽的夢幻城。

厚重的石油文化厚重的石油文化
在大慶，可以感受

一種精神，銘刻一段歷
史。

1 鐵人王進喜紀念
館：展示了石油工人王
進喜的生平業績和大慶
油田發展史。

2 大慶油田歷史陳
列館：中國第一個以石
油工業為題材的原址性
紀念館。

3 大慶石油科技
館：現代化石油科技專
業展館。

富集的地熱溫泉富集的地熱溫泉
如果說大慶是一座剛毅之城，那麼湧動的溫泉水則為這座

英雄城市增添了幾分嫵媚。經過近幾年的開發，大慶現有連環
湖溫泉景區、北國溫泉養生休閒廣場等多處溫泉景區。

連環湖溫泉景區：黑龍江省蒙醫藥學術委員會設立的唯一
蒙醫藥浴基地，被國際休閒產業協會認定為 「最佳國際休閒生
態旅遊景區」。

北國溫泉養生休閒廣場：東北三省最大的寒地露天溫泉度
假休閒基地。

濃郁的民俗風情濃郁的民俗風情
蔚藍的天空、潔白的雲朵、聖潔的哈達、奔馳的駿馬……

這裡民風古樸，風情別致，讓您一睹中國最東邊的蒙古民族的
風采。

吉禾民族賽馬場：這裡充滿了濃郁的草原風情。
阿木塔銀沙灣景區：悠揚的馬頭琴迎風奏響，熱情的蒙古

人用下馬酒喜迎八方賓朋，這裡您可親身體驗高亢的蒙古歌
曲，奔放的蒙古舞姿，天然的淡水浴場，令人無限神往！

秀美的濕地景觀秀美的濕地景觀
葦海深處蕩輕舟，涓涓細流入心田。大慶濕地棲息着240多

種鳥類，這裡的璫奈濕地人居生態村、龍鳳國家濕地公園、鶴
鳴湖、黑魚湖、蓮花湖等，水域遼闊，鷗鷺成群。

1 龍鳳國家濕地公園：中國最大的城中濕地。
2 璫奈人居生態村：與扎龍濕地隔水相望，現仍保持着原

始風貌。
3 蓮花湖：每至花期，滿湖蓮花枝葉通透碧綠，花蕊嬌

艷，蔚為壯觀。
4 鶴鳴湖：我國目前面積較大，發育成

熟，無人工雕刻保持相對完整的原始濕地區
域之一。

5 黑魚湖：水面寬闊，煙波浩渺，相當
於10個杭州西湖，被譽為 「北國小江南」。

大慶是中國最大的石油工業基地、全國重要的石化
生產基地，也是一座繁榮、文明、美麗的新興工業城
市，它因石油而聞名於中國和世界。近年來，大慶可持
續發展能力居全國資源型城市前列，生態環境優美，建
成區綠化覆蓋率 36.5%，空氣質量優良天數保持在 350
天以上，被譽為 「綠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北國溫泉之
鄉」。

開闢科學發展嶄新局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過去的五年，是大慶建設史上又一個

經濟社會發展最快、城鄉面貌變化最大、人民生活受益最多、創
業創新成效最好的時期。着力構建了以石油為基礎，以石化為主
導，以現代農業、裝備製造、新材料和新能源、高端服務業為支
柱的 「1+5」產業格局，經濟綜合實力顯著提升。五年間，地區
生產總值連續突破 2000 億元、3000 億元，去年超過 3700 億元、
五年翻了一番。結構調整實現歷史性突破，油與非油經濟比重由
64：36 調整為 47.2：52.8。積極構建和諧社會，人民生活得到新
改善。

藍圖繪就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省委常委、大慶市委書記韓學鍵

說，回顧五年的創業足跡，大慶再次譜寫了大慶發展史上的嶄新
篇章，大慶要始終堅持 「創建百年油田、壯大接續產業、建設宜
居城市、構建和諧大慶，全力推進大慶科學和諧跨越發展」的總
體思路進行二次創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市委已繪就建設現
代化國際化城市新征程藍圖。韓學鍵說，一座城市只有實現現代
化國際化，才有實力參與全球競爭。大慶作為資源型城市，建設
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意義更為特殊。他指出，建設現代化國際化
城市，初步考慮分 「三步走」戰略，到2015年實現全面小康，現
代化取得實質進展，地區生產總值突破6000億元，產業、市政、
人文、體制基礎更加堅實；到202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打牢國際
化基礎，常住人口達到 350 萬，建成區達到 400 平方公里，地區
生產總值突破萬億；到2050年現代化達到更高水平，初步實現國
際化，常住人口達到 550 萬，建成區達到 500 平方公里，各領域
發展與國際交融。

建設 「六個」 大慶
韓學鍵強調，今後五年大慶市的總體要求和奮鬥目標是：緊

緊圍繞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大方向，堅定不移地實施 「一二三
四五」發展戰略，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
的建設全面協調發展，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為建設現代化國際化
城市奠定堅實基礎。今後五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12%以
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超過
40000元和19000元，綜合實力位居全國前列。主要任務和目標是
建設 「六個」大慶。

一是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建設富裕大慶。這是建設現代化國
際化城市的基礎。全力打造石油開採、石油化工、現代裝備、汽
車製造、商貿流通5個銷售收入超千億元的集群產業和農產品加

工、新材料、新能源、建
築 安 裝 、 旅 遊 、 電 子 信
息 、 服 務 外 包 、 生 物 工
程、文化創意、現代物流 10
個銷售收入超百億元的重點產
業，發展 15 家主營業務收入超
百億元的骨幹企業，構建高科技、低碳
化、開放型的現代產業體系。

二是加快城市品質優化，建設宜居
大慶。這是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載
體。拓展城市空間建設城市帶狀中心
區。加速新城開發，着力建設慶北現代新城；着力建設慶西生態
新城，拉開城市框架。塑造城市特色，堅持組群組團布局，展示
疏朗大氣風格，彰顯百湖濱水風貌，開闢城市運河，打造平原森
林，建設綠帶相連、森林環抱、河湖聯通、景觀和諧、環境優
美、藍天綠地碧水相互輝映的國家園林城市和國際人居優善城
市。

三是加快完善社會功能，建設和諧大慶。這是建設現代化國
際化城市的關鍵。突出改善民生，着眼構建 「大民生」格局，把
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設終身教育、
就業服務、社會保障、基本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社會養老服務
「六大」體系。

四是加快文化發展繁榮，建設文明大慶。這是建設現代化國
際化城市的靈魂。傳承弘揚以 「愛國、創業、求實、奉獻」為核
心的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和 「三老四嚴」、 「四個一樣」優良作
風，使大慶精神成為市民的共同追求和城市的人文根脈。着力提
升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建設中國北方文化強市。

五是加快信息集成覆蓋，建設智慧大慶。這是建設現代化國
際化城市的重點。提升交通、警務、社區、醫療、食品安全智能
化水平，打造智慧生活體驗示範區，啟動建設雲計算中心、移動
互聯中心、物聯網中心等項目，建設國家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示
範基地。

六是加快改革開放創新，建設活力大慶。這是建設現代化國
際化城市的途徑。抓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着力發展開放
型經濟，建設國際航空港和進出口加工區，發展區域性金融中
心，培育壯大外向型骨幹企業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名牌產品。擴
大對外經貿交流合作，大力引進高端智力、前沿技術和世界500
強企業，加大國際資本、技術等要素對流量。

今年推進重點任務
韓學鍵說，今年大慶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推動經

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主要預期指標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
12%，地方財政收入增長22%，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5%，進出口總
額增長2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過 25000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突破 10000 元。今年
重點推進以下幾項任務：

一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在打牢產業基礎上下工夫。主要是堅
持上項目強企業創品牌；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提升現代服務業。

二加快推進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在建設美麗家園上下工
夫。與此同時還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構建和諧社會上下
工夫；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建設文化強市上下工夫；激發
創新發展動力，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上下工夫。

在近半個世紀的開發建設中，英雄的大慶人，一次創業，在
一片荒原上開發建成了世界級的特大油田，為民族爭了
光，為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有理由相信，二次創
業，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將崛起一座繁榮美麗、文
明和諧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大慶將續寫着一個又一個新
的輝煌。

大大
▼夢幻大慶▼夢幻大慶

民生為本民生為本：：
讓群眾生活更加幸福讓群眾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更有尊嚴

勇於責任擔當勇於責任擔當 全力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全力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

暢遊大慶暢遊大慶
打造打造「「旅遊目的地城市旅遊目的地城市」」

▼魅力大慶▼魅力大慶

鐵人王進喜鐵人王進喜
同志紀念館同志紀念館

▼宜居大慶▼宜居大慶

▲天然百湖之城▲天然百湖之城

▼大慶濕地▼大慶濕地慶慶
萬達廣場盛大開業萬達廣場盛大開業

今年，大慶市將全力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
榮，在建設文化強市上下功夫。堅持大慶精神
引領，推動石油文化、都市文化、民族文化、
歷史文化、濕地文化共同繁榮。一要以弘揚大
慶精神為引領，培育核心價值。堅持用大慶精
神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提升全民素質，
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時
期大慶人，引導市民以主人翁姿態積極投身建
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偉大實踐。二要以鞏固
「三城」 聯創成果為牽動，提升市民素質。深

化 「書香大慶」、 「禮儀大慶」、 「誠信大

慶」主題實踐，全面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質、
科學文化素質、民主法制素質和身心健康素
質。三要以滿足群眾文化需求為目標，發展文
化事業。推進市圖書館等場館建設，深入實施
基層文化惠民工程，實現鄉鎮有綜合文化站、
村有文化活動室、社區有文化中心。四要以創
新發展模式為基點，壯大文化產業。全力建好
文化創意產業園、黑魚湖國際藝術村、國際動
漫城、黑龍江新媒體產業基地、大慶國家礦山
公園等項目，打造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增
長點。

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暢遊大慶暢遊大慶

▲▲美麗少女手捧哈達期待遠方客人美麗少女手捧哈達期待遠方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