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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茂南区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17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2017 年 2 月 16 日在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茂名市茂南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局长  黄华星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我区 2016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7 年计划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区政

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16 年，我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宏

观调控政策，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建设“实力茂南、活力茂南、平安茂南、幸福茂南、和谐茂南”

的奋斗目标，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园区扩能增效、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工作，奋发进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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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完成 2016 年计划主要任务，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

时期良好开局。 

（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2016 年，全区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241.02 亿元，增长 9%，人均生产总值 51117 元，增长 8.5%。

财税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15 亿元，增长

9.2%。完成税收收入 4.18 亿元，增长 2.7%。进出口总额实现 18.5

亿元，增长 5.2%。实际利用外资 1553 万美元，增长 65.2%。消费

市场继续保持较好势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9.82

亿元，增长 15.9%。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预计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6571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696 元，

分别增长 9.1%和 9.9%。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同比上涨 2.5%。 

（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产业协调发展。全年第一产业实现

增加值 21.84亿元，增长 3.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93.78亿元，

增长 9.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25.4 亿元，增长 9.6%。三次产

业比重调整为 9:39:5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稳步发展，

全年粮食产量 10.09 万吨，增长 3.4%。工业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198.94 亿元，实现增加值 63.48 亿元，增

长 12.2%，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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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抓项目、促投资力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全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11.8 亿元，增长 17.8%，其中工业投资

134.58 亿元，增长 12%，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63.5%。基础产业投

资 68.49 亿元，增长 33.4%，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32.3%。房地产开

发投资 29.7 亿元，增长 23.9%，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14%。民间投

资完成 169.06 亿元，增长 18.8%，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79.8%。重

点项目建设快速推进。2016 年全区安排重点项目 22 项，年度计

划投资 22.18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22.9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103.3%。 

（四）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城乡建设迈出新步伐，北组团中心城区地位日趋突出。完成

西部快线、文明北路、大园三路征地拆迁任务，保证了项目顺利

开工。露天矿生态公园环湖路、西粤南路、周坑大道主路面建成

投入使用，中科云大道接环市西路 600 米已通车。环市西路扩建

改造征地拆迁工作基本完成。新建硬底化农村公路 45.2 公里。村

村通自来水工程完成工程验收。白沙河、泗水河河道清淤、堤岸

加固、涵闸重建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五）园区扩能增效。 

园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茂南石化工业

园首期 1500 亩土地已全部进驻项目，新进企业项目投资强度达每

亩 400 万元以上，天源石化、大泽天、希必达等一批项目正在抓



 

-4- 

紧建设；集中供热、管廊建设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茂南产业转

移工业园 4 号路、6 号路正在建设；正邦科技、华佳达冷暖集中

供热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中科云粤西产业园综合管廊、供水、

污水处理、变电站等项目已启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西城校区、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征地拆迁工作基本完成。茂南电商物

流园建设取得新进展。园区 2016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7.5 亿元，

占全区工业比重达 18.8％，比 2015 年提高 5.6 个百分点；新增

工业项目 11 个（其中超亿元项目 6 个），计划总投资 28.4 亿元。 

（六）城市扩容提质加快。 

城市空间不断拓展，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官渡公园、碧桂园

天悦府、广垦华府等一批项目正在建设。站前大道、金城路、站

南路、大园路建设顺利推进。配合完成市区 24 个水浸黑点整治、

15 条小区街坊路的硬底化改造、滨河北花卉市场搬迁等民心工程。

茂苍路、高山路、滨河南路及官渡市场、光华北路三鸟批发市场

的占道经营、乱搭乱建等老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站前街道旧塘村

“三旧”改造项目顺利完成。茂石化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第一期

第二批搬迁安置、深茂高铁茂名站南侧站房及高铁广场征地拆迁

等工作加快推进。 

（七）改革创新步伐加快。 

坚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行动有效推进，淘汰落

后造纸生产线 1 条、落后炼钢中频炉 12 座。积极配合市做好去库

存、去杠杆工作。降成本行动初见成效，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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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财务成本、生产要素成本。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加强，农

村电网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和水

安全保障、人才培训等工作基本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等扎实推进。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全面落实“营

改增”政策。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新登记企业 2081 家、个体

户 4825 户。清理规范行政许可中介服务，取消 4 项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落实核销“征地管理费”等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完成镇级权责清单编制工作和劳动保障监察、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积极推行“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全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4 家，被

列为省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培育的企业 11 家；申报省、市科技计划

项目 12 项，其中 7 项获得市立项；专利申请量 991 件，专利授权

量 422 件，人均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在全市各区（市）名列第一。

茂南电商物流园创业孵化基地获得国家级“众创空间”称号，共

进驻孵化项目 216 个。全区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37.36 亿元，同比

增长 109.4%。 

（八）环保治理有力推进。 

整改企业（养殖场）547 家，取缔非法制革企业 36 家。深入

推进“城乡清洁工程”，市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8%。

有效推进白沙河、泗水河、袂花江、小东江等流域水资源保护整

治。区污水处理厂和金塘镇污水处理站已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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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生事业不断进步。 

2016 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7003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 2009 人，新增转移就业劳动力 8873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3%以内。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分别为 56.92 万人、2.21 万人、3.13 万人、2.14 万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87.6%，缴费率为 103.02%，超额完

成市下达的任务。完成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创建任务，

启动创建教育现代化先进区工作。创建卫生强区工作全面启动，

区人民医院创“二甲”正在推进，区疾控中心大楼建成投入使用。

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展开，各项帮扶措施正在加快落实。文化体育

事业、平安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进一步加强。 

2016 年以来，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

但仍存在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规模不大、企业创新水平不高、

财政增收节支压力大等问题。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工

作中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安排意见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

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合考虑外部经济形势，结合我区

发展环境和条件，并与区“十三五”规划目标衔接，今年我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如下：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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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 

——进出口总额增长 9%；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5%；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等指标完成市下达年度计划。 

为确保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按

照建设“实力茂南、活力茂南、平安茂南、幸福茂南、和谐茂南”

的发展思路，以“四区五园”为发展主战场，重点做好以下五方

面工作： 

（一）力促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不断壮大经济实力。 

壮大主导产业。积极实施《茂南区培育壮大工业主导产业五

年行动计划（2016-2020）》，着力拓展石油化工产业链，做强矿产

资源加工业，做大农副产品加工业，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大力发展石化产业。抓住河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契机，依

托茂名石化的优势资源，延伸发展石化中下游产业链，加快建设

茂名天源石化有限公司 10 万吨/年丙烯项目、广东希必达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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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项目、茂名市大泽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8

万吨/年脱蜡脱油切割精制联合装置项目、茂名海和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10 万吨/年溶剂脱蜡精制联合装置项目；引导茂名联塑公司

推进联塑 PVC 管道生产线项目建设，做大中国联塑茂南工业区，

加快形成塑料加工产业集群。 

发挥高岭土资源优势，做强高岭土产业。按照“整合资源、

总量控制、保护环境、做大产业”的总体思路，全面清理、整合

高岭土开发加工企业。配合市推进高岭土产业园区建设，培育高

岭土开采、加工骨干企业。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高

岭土产品；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注重生态保护，

将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 

以产业基地建设为重点，做大做强罗非鱼特色产业。发挥茂

名市伟业全雄性奥尼鱼繁殖养殖场、茂名市茂南三高良种繁殖基

地、茂名市新粤养殖场等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实行绿色生

态养殖和产业化经营。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扶持等措施，做大做

强罗非鱼加工、冷藏业。加快构建饲料产业群，实现饲料规模化、

集约化生产。 

提升现代服务业。重点推进茂南电商物流园、汽车产业中心

重点商贸项目建设。深入实施“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行动

计划，加快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渗透融合，设立互联网创业创新体

系，推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畅通。积极引导

消费模式创新，加快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推进兴和广场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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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商业综合体建设，打造都市新商圈。大力促进农村商品流通网

络建设，推进快递“村村通”。 

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以提质增效、特色突出为中心，强

化农业基础设施，夯实农业基础，做强特色种养业。围绕现代都

市对绿色环保农业的需求，推广优良品种、栽培技术、土壤改良

技术等，依靠科技进步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抓住露天矿生态公园和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机遇，大力推广休

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生态采摘、度假娱乐等项目，推

进农业发展方式多元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农村

专业合作社，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

业转型。发展农村电商，借助电子商务之力破解农产品流通环节

难题，提高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效率。 

强化项目引领作用。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

重要抓手，在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把招

商引资作为发展项目的主攻点。要抓住我省加快推动珠三角地区

产业向粤东西北地区梯度转移的大好机遇，借助茂名和茂南异地

商会同乡会的力量和其它有效渠道，主动对接，争取引进一批投

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集聚效应高的项目。二是把谋划重点项

目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突破点。2017 年我区计划安排重点建设项

目 16 项，总投资 275.4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2.66 亿元。三是

把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着力点。要继续推行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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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挂钩督办制度，完善建设用地、环境容量、建设资金等要素

供给保障机制，使有限资源向重点项目倾斜。实施“倒逼”机制，

以目标倒逼责任、时间倒逼进度、督查倒逼落实，确保项目顺利

推进。 

（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保障能力。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市打造粤西重要交通枢纽的机

遇，切实处理好工农关系，营造“无障碍”施工环境，保障西部

快线、汕湛高速茂南段、深茂铁路茂南段顺利建成。完成环市西

路扩建改造、茂化快线延长线、中德大道、南排大道、国道 325

线至森林公园二级公路（科创路）新建工程等项目的征地拆迁工

作。配合推进河茂铁路电气化改造、深茂高铁茂名站南侧站房及

高铁广场等项目建设。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完成 50 公里硬底化建

设任务，进一步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依托资源、区位优势做好园区规划，

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布局。加大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

强园区水、电、气、路、通讯、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突出

特色，注重生态，打造绿色工业园区。茂南石化工业园石化横路、

B1、B4 等 8 条道路要抓紧动工建设，污水处理、集中供热等配套

设施建设要加快推进。茂南产业转移工业园要建成 6 号路西段及

园区亮化工程。中科云粤西产业园要加快推进科教路南段、科韵

路、西城北路建设；争取在上半年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加快城市扩容提质。进一步完善市政配套设施，重点推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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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片区、西城片区路网建设，建成工业大道、中科云大道等道路；

加快推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西城校区、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

院、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建设。配合实施“河西老工业基

地调整改造”，继续做好茂石化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搬迁安置工

作；完成茂名站周边路网以及人民北路、大园一二路、红旗北路

延长线等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加快官渡、站南、钟鼓公园建设；

推进城中村“三旧”改造和环境整治。 

加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重点加强主要江河堤围、水库、水

闸达标加固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鉴江河茂南区梅江段治理

工程、高州水库灌区节水改造工程（二期）、东江口水闸和乌石水

闸重建工程、青年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

合整治及水系连通项目建设。继续做好高标农田项目建设。 

（三）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活力。 

全面落实中央、省、市深化改革的工作部署，积极实施《茂

名市茂南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 年）》及五

个行动计划，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

大工作。加快交通、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扩大有效供给。深化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商事制度等系列

改革。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清理等工作；统筹推进户籍改革、

农村综合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

探索实施 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投融资模式，发挥政府投资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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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的带动作用。 

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抓住我省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

建的大好时机，强化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联系，承接产业转移。

积极参与我市与广西梧州、玉林、北部湾城市群在交通、产业、

科技、环保、社会事务等领域合作。 

（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强力推进节能降耗。贯彻落实省、市“十三五”节能规划和

2017 年节能目标，完成省、市下达能耗目标任务。加强重点领域

节能，推动工业、建筑、交通和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加快淘汰黄标车。加大工业园区循环

化改造力度，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严格控制污染

物排放。 

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治理。继续开展绿化茂南大行动，推进露

天矿生态公园绿化优化提升工程，新建 1 个镇级森林公园、1 个

湿地公园、5 个森林家园。加大畜禽养殖废弃物及农业氮磷污染

整治力度。深入推进城乡清洁工程，加快完善污水处理、生活垃

圾集中处理等环卫设施建设。继续开展小东江、白沙河综合整治，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 

（五）加大民生保障力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加快创建教育现代化先进区。编制好我区教育现代化建设规

划，加快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大力建设卫生强区。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区人民医院创“二甲”进程，推进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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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提高就业创业水平。积极实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战略，以创业带动就业；精心组织各类劳

动力技能培训，完成培训 1200 人任务。加强养老、扶贫等民生保

障。巩固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成果，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大

力发展健康与养老事业，探索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扎实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完成年度扶贫计划。深入推进“平安茂南”建设，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安全重点整治。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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