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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

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

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

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
一、	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加快體制機制創新

大力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7月底前基

本完成本輪省、市、縣政府機構改革。省網上

辦事大廳連通到珠三角全部街鎮，珠三角九市

及順德區80% 以上的行政審批事項和70% 以

上的社會事務服務事項實現網上辦理。

構建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在省級和佛山

市在民間投資和工業、商業、基礎設施等領域

開展試點，其餘八市選擇有條件的縣（市、區）

開展試點。開通「 信用廣東 」網，研究建立守

信企業「 綠色通道 」和制定失信企業綜合懲戒

辦法，建立企業質量信用檔案和質量信用資訊

平台。

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積極拓寬融資管道，支

援擴大企業債券發行規模，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完善轉移支付體系，省級一般性轉移支付佔比

提高至53% 以上。

 

二、	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加快珠三角區域轉型升級、優化發展

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省工業設計

公共服務平台、專業鎮中小微企業服務平台

等公共服務平台。實施《粵港科技創新走廊

2013—2015年行動計劃》。

建設全國信息化先導區，在珠三角地區率先推

進「 智慧廣東 」、「 寬帶廣東 」建設，積極開展

創建「 寬帶中國 」示範城市工作，加快4G 網

絡建設，支援電信運營商實施 TD-LTE 發展計

劃，推進3G 、4G 網絡協同發展，打造無線寬

帶城市群，實現 WLAN 在重要區域和公共場所

的全覆蓋。積極發展3D 打印技術及其應用產

業。

推進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重點培育本土綜合性

電子商務平台，在服裝、家電等領域培育一批

行業性電子商務平台，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增長

30％；支援各類企業加快發展；完善和落實支

援大型骨幹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設金融改

革創新綜合試驗區。

為深入推動珠三角地區實現「九年大跨越」，廣東省政府日前印發《實施珠三

角規劃綱要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下稱《工作任務》），要求各地、各部門在

統籌推進「九年大跨越」工作方案各項目標任務基礎上，突出抓好今年各項重

點工作，包括8大任務36項子任務，涉及體制改革、經濟轉型、區域一體化、

城鎮化、對外開放、生態文明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八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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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快珠三角一體化進程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加快基礎設施一體化進程，推動跨市地方道路銜接

和公交對接。7月1日前，實現全省高速公路聯網收

費「 一張網 」，撤銷高速公路非省界及兩端出入口

的主線收費站；加快環境保護一體化進程，全面實

施南粵水更清行動計劃。深入實施珠三角清潔空氣

行動第二階段計劃，完善區域大氣監控網絡，嚴控

PM2.5和臭氧等二次污染物；加快產業佈局一體化

進程，加快廣東粵海高端裝備技術產業園建設發展，

深入推進深莞惠共建手機創新圈；加快城鄉規劃一

體化進程，加強粵港澳規劃合作，探索大珠三角協

調發展新機制，共同推進世界級城市群建設；加快

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進程，拓展社保卡應用領域，

加快實現社保卡「 一卡通 」。

深化區域合作方面，切實發揮五個一體化規劃專責

工作組作用，加強珠三角對粵東西北對口幫扶工作，

健全利益分享、產業鏈合作、聯合招商引資等幫扶

機制，落實對口幫扶專項資金，重點抓好合作共建

產業園建設。

四、統籌城鄉發展，提高城鎮化水準

優化城鎮空間格局，劃定城市生態控制線，試點推

進城市存量土地空間發展權轉移機制。穩妥推進農

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實行差別

化落戶政策，逐步解決長期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

落戶問題。繼續完善積分制和高技能人才入戶城鎮

政策。完善居住證「 一證通 」制度，拓展居住證社

會應用功能。加強對歷史文化街區、名鎮、名村和

歷史建築的保護，繼續開展「 宜居城鎮 」、「 宜居

村莊 」和「 宜居社區 」創建工作。

五、	提升開放型經濟水準

	 構建對外開放合作新格局

深化粵港澳台緊密合作方面，加快港珠澳大橋、廣

深港客運專線、蓮塘∕香園圍口岸、粵澳新通道

（青茂口岸）等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台灣金融

機構在廣州、東莞、深圳設立分支機搆。加強對外

經濟合作交流，認真落實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的意見和加強與歐洲交流合作的實施方案。加強與

500強企業和境外大型企業在現代服務業、先進製

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外經

貿轉型升級，落實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三年行動計

劃，加工貿易企業「 委託設計＋自主品牌 」生產

模式比重達65%。推進科技興貿創新基地和外貿

轉型升級示範基地建設。

六、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優化珠三角地區環境

嚴格落實污染減排，深入實施省大氣污染防治行

動方案，嚴格落實「 十二五 」後半期主要污染物

總量減排行動計劃。推動公交電動化，政府公務

用車、公車率先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加快可再

生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加強生態建設，加快森林

進城圍城、森林碳匯、生態景觀林帶、鄉村綠化

美化四大工程建設，建設森林碳匯20.5萬畝和生

態景觀林帶757.2公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落實

省部共建低碳生態城市建設示範省合作框架協議。

優化國土空間佈局，推進項目用海憑海域使用權

證書辦理項目建設手續試點。 

七、	推進文化強省建設

	 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加快文化事業發展，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宣傳教育，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弘揚新時期廣

東精神。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推進文化旅遊小鎮

試點項目建設。推動廣東國家數字出版基地建設，

加快形成省數字出版優勢產業群。推動文化領域

改革創新，出台完善省直國有文化資產監管制度

及相關方案，推進全省廣電網絡以縣（市、區）

一級為重點的重組工作。

八、	加強和創新社會建設

	 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穩步推進社會組織管理體

制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醫保支付制度

改革，實施基本醫保診療常規，全面實行醫療救

助「 一站式 」結算服務，建立重特大疾病醫療救

助制度，對農村五保戶、城鎮「 三無人員 」實行

基本醫療費用全額救助，城鄉低保物件基本醫療

救助比例達到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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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教育優先發展，制定落實省義務教育現代

化學校標準和全面實施素質教育，進一步提高

辦學質量的意見。啟動普通高中課程改革基地

建設，建設一批普通高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

點項目和特色學校項目。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快公立醫院改革，

縣級公立醫院改革擴大到80% 的縣（市）。平

價診室佔二級以上公立醫院門診資源提高到

10% 以上。加快民營醫療機構發展，民營醫療

機構診療量佔總量20% 以上。■

註：

一、第20項「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 」因廣東省尚未將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合併統計，暫不定2014年目標。

二、第26項「 單位 GDP 能耗下降率 」不下達珠三角區域目標。

三、第31項「 四項污染物減排 」因國家未下達廣東省2014年目標，暫不定2014年目標。

歡迎瀏覽以下網站，查閱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

（粵府辦 [2014]21號）：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404/t20140423_491247.html

指標 檢測落實部門 珠三角目標

1.	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 省發展改革委 8.5

2.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 省發展改革委 7.4

3.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 省發展改革委 15

4.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 省商務廳 13

5.	進出口總額增長率（％） 省商務廳 2.5

6.	研發經費支出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 省科技廳 2.55

7.	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公里） 省交通運輸廳 3,500

8.	發明專利申請量（件∕百萬人） 省知識產權局 1,230

9.	發明專利擁有量（件∕萬人） 省知識產權局 17.5

10.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省發展改革委 52.8

11.	現代服務業增加值佔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省發展改革委 61.5

12.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 省發展改革委 28.3

13.	先進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 省發展改革委、經濟和信息化委 52.5

14.	傳統產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速（%）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16

15.	年主營業務收入超千億元企業（家）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17

16.	單位建設用地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 省國土資源廳 12.38

17.	高新技術產品佔出口總額比重（％） 省商務廳 40

18.	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增長率（％） 省商務廳 30

19.	文化及相關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 省委宣傳部 4.8

20.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元） 省發展改革委 －

21.	互聯網普及率（％）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74.1

22.	光纖入戶率（％）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11.8

23.	忙閒時加權平均可用下載速率（Mbit/s） 省通信管理局 4.5

24.	行政審批事項網上辦理率（%）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80

25.	社會事務服務事項網上辦理率（%）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70

26.	單位 GDP 能耗下降率（％）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

27.	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平方米） 省住房城鄉建設廳 15.95

28.	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 省住房城鄉建設廳 89

29.	城鎮污水處理率（%） 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環境保護廳 92.5

30.	森林覆蓋率（%） 省林業廳 51.3

31.	四項污染物減排

二氧化硫排放量（萬噸）

省環境保護廳

－

化學需氧量排放量（萬噸） －

氮氧化物排放量（萬噸） －

氨氮排放量（萬噸） －

「九年大跨越」主要指標2014年目標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