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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经济社会工作综述

区委书记韦晓东（前左二）到甘化股份公司调研。

区长黄志愿（前右四）到大楞乡检查田七种植。

□凌 华摄

城乡一体化发展迈出新步伐。 深入 心项目建设，成功举办 2013 年右江区农
201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企业上规入统，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和市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右江区深 达 49 家，其中产值亿元以上 26 家。 预计 实施“征地拆迁安置大会战”，完成城建 村（社区）文艺汇演；全区竞技体育水平
入实施“23456”科学发展思路，全力以赴 年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235 项目土地征收 2106 亩， 推动园博园、金 稳步提高，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被
抓好项目建设、工业经济、促农增收、三 亿元，同比增长 5.58%；规模以上工业增 马路等项目顺利实施。 深入实施“创建国 国家体育总局评为“2009-2012 年度全国
产发展、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安全稳定 加值完成 80 亿元，同比增长 10.2%。
家卫生城市大会战”， 先后投入 1200 多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累计兑现各种计生
和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 推动全区经济
“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 加快推进 万元实施 58 条背街小巷路面改造、排水 奖励扶助金近 600 万元， 年内人口自然
社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一乡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甘蔗种 沟改造修复等市政工程， 投入 600 多万 增长率为 7.18‰， 全面完成人口计生目
2013 年，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73 亿 植 38 万亩，产量 148 万吨，比上年增产 元实施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和创卫示范 标管理各项责任指标。
元， 同比增长 8.8%；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8 万吨；水果种植 34.96 万亩，总产量 小区综合改造工程， 投入 170 多万元实
安全稳定工作取得新成效。 狠抓社
106.55 亿元，全面完成市下达的任务；财 16 万吨， 其中芒果种植累计 14 万亩，产 施农贸市场提级改造、 重点部位美化绿 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的一岗双责
政收入完成 8.73 亿元，同比增长 16.4%； 量 6 万吨；蔬菜种植 23.21 万亩，总产量 化和增加垃圾桶、清理小广告、灭“四害” 工作责任制的落实， 大力加强安全生产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完 成 21647 40 万吨；实施“田七回家”工程，实现田七 等工作，加大违法建筑、占道经营等行为 监管，全年事故发生起数、死亡人数、直
元，同比增长 12.5%；农民人均纯收入完 种植面积 1300 亩；八角、茶油等产业得 整治力度，“创卫” 工作达到国家卫生城 接 经 济 损 失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58.97% 、
成 7304 元，同比增长 14.1%。
到巩固提升。 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新建 市标准，通过了国家专家组技术评估。 深 46.15%、43.32%， 没有发生一次死亡 3 人
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 牢固树 林下养鸡示范小区 22 个，新增万羽以上 入开展“美丽右江·清洁乡村”活动，累计 以上的较大事故。 成功调结化解矛盾纠
立发展为上、投资为本理念，坚定不移地 规模养殖场（户）352 个，林下养鸡累计出 投入资金 700 多万元， 新建农村垃圾池 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1288 件，调结率达
把项目建设作为快发展、 大发展的核心 栏 2138.26 万羽；新建年出栏 100 头以上 491 座、 垃圾焚烧炉 258 个，315 个屯完 96.97%， 没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之举， 健全 完善 区 领导包 项 目 责 任 制 规模养猪场 10 个，生猪出栏 20 多万头； 成屯道硬化，乡村“脏、乱、差”状况得到 恶性案件和严重责任灾害事故。
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 加快创建“右
度，实行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一名挂帅 标准化网箱养鱼 1100 箱。 深入实施“农 有效治理。
保障改善民生达到新水平。 累计投 江河谷党建示范区”，重点实施“红城先
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五个一”工 村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累计完成投资
作机制， 严格实行项目推进问责制，强 4 亿多元， 开工建设通村水泥路 42 条 入近 6 亿元，基本完成自治区、市、区三 锋”工程，累计投入 8000 多万元实施乡
力推进 106 个重大项目建设。 年度新开 280 多公里，实施人畜饮水工程 47 处、水 级政府 53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新增城镇 镇（街道）、120 个村（社区）、219 个核心
工项 目 25 个 ，竣工 项 目 17 个，续 建 项 库除险加固 24 处、 农业综合项目 7 个、 就业 2302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100 屯的办公场所及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化建
目 43 个，完成投资 25.61 亿元。 中央预 民生工程项目 12 个。 全区农业总产值完 人，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 90%，新型农村 设，成功创建了一批“红五星社区”、“红
算内投资项目开工 51 个， 完成资金拨 成 34.84 亿元，同比增长 6.55％。
合作医疗参保率 99.32%， 累计发放种粮 五星机关”和“红五星党组织”。 深化干部
付 2376 万元。 新引进项目 50 个，项目总
第三产业发展呈现新繁荣。 充分发 综合直补等各项强农惠农资金 11431.4 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投资 86.98 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1 挥中心城区优势， 紧紧抓住百色城市框 万元，5000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实施保 部综合考评体系， 加大竞争性选拔和一
个， 项目总投资和引进亿元项目两项指 架形成、 城区加速扩张和基础设施日趋 障性住房 1000 套、 棚户区改造 381 套、 线锻炼培养干部力度， 领导班子结构不
标创历史新高。
完善等机遇，大力发展大商贸、大流通、 公共租赁房 577 套、 农村危房改造 1100 断优化。 坚持党管人才，制订实施中长期
工业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全力抓 大旅游，加快推进星光大道项目、新城东 户， 协调百色水利枢纽项目法人落实移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好工业园区建设、项目服务、工业生产、 国际商贸中心、恒宁·城市广场、东风川 民项目补偿费 1.29 亿元。 社会各项事业 将防腐倡廉工作融入全区各项事业建设
企业改制等重点工作。 工业园区建设加 惠商贸城等一批商贸物流项目和大王岭 全面进步，投入 5500 多万元改善中小学 当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行村
“两委”班子管理“1234”工作法，
快推进，新征收储备用地 2006 亩，落实 景区二期、 平圩旅游特色名村等旅游项 校办学条件，“两基”成果巩固提高，中考 （社区）
“两委”干部管理，
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431.44 亩； 禄源工业 目建设，促进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预计社 成绩名列全市之首； 顺利通过国家科技 进一步规范村（社区）
园区新开工项目 7 个，竣工投产 5 个。 深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44 亿元，同比增 进步考核组的考核， 综合考评成绩居广 成功承办了全市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入实施亿元工业企业壮大工程、 中小企 长 14.57%；累计接待游客 561 万人次，旅 西第五位，获国家科协、财政部 2013 年 暨村“两委”干部“正风气、守清廉、树形
业上规模工程、 成长型小企业信贷扶持 游综合收入 41.2 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表彰奖励；投入 580 象”活动推进会。
工程， 新增道富林木业有限公司等 7 家 25.71%和 28.37%，均创历史新高。
多万元完成 29 个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
□黄巳坤 黄程桂

□黄海玲摄

建设标准化的基层活动场所，推进右江河谷党建示范区建设。 □彭建升摄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图为游客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参观。

重大项目频频开工建设。

□韦明拾摄

□黄程桂摄

甘蔗种植成为农民增收支柱产业。

□黄程桂摄

大力发展田七种植。

□黄海玲摄

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黄程桂摄

←现代农业步伐不断加
快。 图为分捡包装番茄统一
销售。
□黄程桂摄
大力发展工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助力。 图为铝产品。

开展清洁乡村活动，村屯面貌焕然一新。

□黄程桂摄

□彭建升摄

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促农增收。

□吴翊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