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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侯国政报道 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大连市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获悉，加速推进
新时代“两先区”建设，奋力实现振兴
发展新突破，是大连未来 5年的发展
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新一届市委明
确提出奋力实现“十个新突破”、3 年
挺进“万亿 GDP城市”。这是大连摆
脱徘徊、破冰突围、争先进位的历史
抉择，是大连率先振兴、重塑形象、彰
显自信的重要标志。

大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
提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保持
全市经济较快合理增速，力争2024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

发展目标已定，这意味着，未来3
年，大连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要
保持 8%左右。按照这样的增速，到
2024年，经济总量可达1万亿元。

“三年过万亿”，是大连的时代责
任。首先，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
予大连市建设“两先区”任务的政治
使命，是落实省委要求大连当好“跳
高队”的责任担当。只有加快壮大经
济规模，才能更好发挥大连在区域发
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其次，这是大连加速发展的现实
需要。大连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
城市，在经济发展上理应处于领先地
位。如果不能尽早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过万亿，大连就会在新一轮城市发
展中丧失机遇。

再次，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是内在统
一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作为
支撑，高质量发展也无从谈起。同
时，这更是满足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
期待的客观需要。只有做大做强经
济规模，才能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

“三年过万亿”，大连具备坚实基
础。具有深厚的产业基础。新中国第
一艘万吨巨轮、第一台大功率内燃机
车、第一座深海钻井平台等都在大连
诞生，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优势产
业在全国地位至关重要。近年来，大
连市大力优化产业结构，扎实做好结
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产业核心竞争力日益提升。

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大连拥
有高校和科研院所 30 多家，国家级

创新平台 5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每年以 25%以上的速度增长。大
连市加速集聚创新要素，推进创新
策源中心建设，振兴发展新动能越
发强劲。

具有领先的开放优势。大连地
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港航条件优
越、开放体系健全，拥有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类
国家级开放平台，集聚国内外资源要
素的优势明显，是辽宁乃至东北对外
开放的龙头，外贸进出口额占全省
60%以上。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两岸三
湾多园区”产业布局已经明确，长兴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湾合作创新
区、金州湾临空经济区、小窑湾国际
商务区、普湾经济区等重点区域开发
建设已拉开框架。大连市深化园区
改革，释放园区发展潜力，经济规模
超万亿的基础更加坚实。

“三年过万亿”，大连拥有多重机
遇。一是近期出台的东北全面振兴

“十四五”实施方案、辽宁沿海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规划等文件，给予大连诸
多国家级政策支持。长兴岛石化产
业基地、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等重大项

目在大连落地；二是经过多年蓄力，大
连市经济日益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9.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6.1%，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

三是745万大连人民渴望腾飞、期盼振
兴，加快发展的合力日益凝聚。

目前，大连市委、市政府围绕“三
年过万亿”目标，研究制定具体的行动
计划，分年度、分地区进行任务分解。

建设“两先区” 当好“跳高队”

三年内大连向“万亿GDP城市”目标挺进

本报讯 记者侯国政报道 向
海发展，向海图强。中国共产党大连
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
大连的城市定位，提出“建设东北亚
海洋强市”，这既是落实国家海洋发
展战略、打造海洋强国重要支点的具
体行动，又是展现大连作为东北振兴

“龙头”和东北亚开放合作新前沿的
使命担当。

大连因海而生、拥海发展、以海
闻名，拥有 3.01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2211公里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
海洋产业基础良好。大连是“一带一
路”建设海上战略节点、东北亚国际
航运中心、东北地区对外开放门户，

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综合性外贸口
岸。大连海洋创新资源丰富，涉海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海洋学科众多,
拥有大量的海洋人才。大连完全有
条件有能力放大海洋优势、做足蓝色
文章，耕海牧洋、走向深蓝，在现代海
洋城市竞争中挺进全国第一方阵。

加快东北亚海洋强市建设，大连
市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
着力深化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统筹整合相关部门职能，建立完善上
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海洋经济工作体
系，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统一谋划。

二是着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快传统海洋优势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壮大新兴海洋产业，做大
做强现代海洋服务业，构建具有大连
特点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三是着力提升海洋科技能力。
加快海洋科技资源整合，瞄准世界海
洋科技前沿，加强重点海洋科技攻
关，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努
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
术领先的创新突破成果。

四是着力提高海洋治理效能。
实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加大海洋资
源保护力度，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
率，增强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同
时，积极搭建国际海洋合作交流平
台，建立蓝色经济合作机制，提高在

全球海洋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大连市计划到 2025 年，东北亚

海洋强市建设初见成效，海洋经济特
色鲜明，新旧动能转换明显，在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
领域取得明显突破。

到 2035 年，“东北亚海洋强市”
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实力走在全国前
列 ，海 洋 优 势 产 业 竞 争 力 全 国 领
先。创新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首要
动力，一大批海洋名企名品享誉中
外。大连真正成为东北亚海洋特色
鲜明的开放创新之都、生态宜居的浪
漫海湾名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典范城市。

2035年全面建成“东北亚海洋强市”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者从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大连市将坚定走创新路、吃技术饭，
强化创新基础、聚焦平台建设、促进
成果转化、培育创新主体、聚集科技
人才，到 2025 年，全市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3.5%，进入全国创
新型城市第一方阵。

举全市之力高起点高标准规
划建设英歌石科学城，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创新策源中心。加快推
进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等重
大创新载体建设和发展，建设极紫
外波段自由电子激光先进光源等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加速形成顶尖创
新平台集群。到2025年，英歌石科
学城主体框架基本建成，集聚一流

科研机构达到30家以上，集聚各类
科研人员达到1万人。

强化创新主体引育，为做好结
构调整“三篇大文章”赋能。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到2025年，攻克“卡脖子”和关键核
心技术超400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 5000 家和
6000家，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超
1200家，科技型领军企业超50家，各
类高聚能性创新主体超200家。

全方位推动科技成果融入经
济社会主战场，形成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持续完善以企业需求、成果
供给、中介服务、支撑保障四方面有
机衔接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
到2025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8%。

进入全国创新型城市第一方阵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11 月 8 日，记者获悉，未来 5 年，大
连将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扎实
实施一系列有力举措，推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具有大连特点
的乡村农业体系。

大连将深化农村土地、海域和
宅基地等方面改革，实行规模化经
营，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大
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十四五”时
期渔业增加值再翻一番。设施农业
年均增加 1 万亩以上，创建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10个以上，渔业养
殖生产总面积要达到 700 万亩以
上，年产量要达到240万吨以上。

为更好地保障大连市民的“菜
篮子”产品供应，大连将在现有市属

企业的基础上，优化组建大连市现
代农业集团。通过发挥其龙头带动
作用，力保全市蔬菜年播种面积稳
定在 50 万亩，产量稳定在 170 万吨
以上，水果产量稳定在 165 万吨以
上，肉、蛋、奶年产量保证在 115 万
吨以上。

大连还将加强科技对农业的
支撑作用，完成农作物种质资源收
集 150 个以上，建设大樱桃、苹果、
油桃、海参等区域性种质资源库 15
个以上；进一步推广有机肥替代化
肥，每年在全市实施赤眼蜂防治玉
米螟面积180万亩以上。

此外，大连还将出台系列政策
推进渔业、畜牧业、种业的高质量发
展。据了解，对个别产业的扶持力
度将高达30%。

构建具有大连特点的农业体系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顺
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着力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
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
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实现
新突破。全市就交通、医疗、教育、文
化等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民生领域
工作作出具体部署，进一步增进民生
福祉。

促进交通更加畅通。构建以快
速路为主动脉的城市交通网络，加强
主城区内部以及与其他辖区的联
系。加快施工进度，尽早实现渤海大
道全线通车，缩短新老城区时空距
离、密切主城区与金普新区联系，形
成纵贯南北的城市快速通道。加快
建设大连至旅顺中部通道，缓解大连
至旅顺口区的交通压力，形成横跨
东西的城市快速通道。

积极推进断头路打通工程，超前
配套新建小区市政道路，畅通城市交
通微循环，提高居民出行通达性与便
利性。大力发展静态交通，有效增加
停车位供给，努力解决好停车难问题。

促进医疗更加普惠。大力实施
医学重点专科登峰计划，市财政每年

投入1亿元，通过5年时间，建设8个
到 10 个国内先进特色专科，打造国
家、省市重点临床专科群，显著提升
全市解决疑难复杂重症的医疗技术
能力和水平。

大力实施卫生强基行动，深化
医联体建设，在每个涉农地区至少建
设 1个高水平紧密整合型县域医共
体，高标准建设10所社区医院、15个
农村区域医疗中心和 400 个村卫生

室，进一步夯实分级诊疗的基层基础。
促进教育更加公平。加快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发展，确保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同步建设、按期交付、及时开
办，持续扩增学前教育普惠性学位供
给，满足市民普惠优质学前教育需求，
力争2025年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达到55%以上。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十
四五”期间，全市将规划建设40余所义

务教育学校；均衡配置教师资源，加
大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和校级干部
交流轮岗力度，推动优秀师资向薄弱
学校和一般学校流动；深入推进义务
教育集团化办学，义务教育集团化办
学覆盖率达到80%；落实中考改革政
策，逐年提高指标到校比例；推动义务
教育“双减”落实落地，减轻学生过重课
业负担，降低家庭教育支出成本。

促进文化更加惠民。实施东关
街历史文化街区、太阳沟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整治与环境提升工程，推动
大连机车厂旧址等工业遗产项目建
设，激发文化老城焕发新活力。加快
201路电车沿线升级改造，打造多个文
化氛围浓厚、产业特色鲜明、环境生态
优美、商业模式先进的城市功能区。

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完
善“一刻钟文化圈”，建设一批区（市
县）级重点公共文化设施，打造“城市书
房”“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推动市科技馆、市文化馆、市古籍馆、市
天文馆以及大连艺术中心建设。支持
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华录集团、省文化
企业10强的华信集团等骨干企业发展，
支持冰山慧谷等产业园区提档升级，打
造一批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的文创产业
园区。到2026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全市比重超过5%。

交通更畅通 医疗更普惠 教育更公平

大连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大连市从 2020 年起全面启动全市
国资国企综合改革，目前，改革已由

“设计图”转入“施工图”。未来 5
年，大连市国资国企综合改革将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增强国
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
响力、抗风险能力。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以企业战略性重组为切入
点，对市属国有平台类公司进行优
化重组。持续推进企业瘦身健体、
提质增效，提高市属国有资本配置
效率。组建若干竞争力强的产业集
团，推动市属国有资本向城市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集中，增强市
属国有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

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
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形成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持续深
化企业劳动、人事、分配3项制度改
革，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动力。通过
培育上市、股权转让、增资入股等方
式，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深度转换经营机制。以创新为突破
口，支持和带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发展。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
建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公司，
实行国有资本市场化、专业化运作，
发挥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作用，
促进国有资本调结构、促流转、防风
险、保增值。

优化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中
国共产党大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报告提出，“推进符合条件的老旧建
筑加装电梯，用两年时间全面完成
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记者 11
月8日获悉，大连市倒排进度，确定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包括
142 个小区、710 万平方米、2367 栋
楼、10 万户。目前，实施方案已确
定，并将同步开展完整社区建设。

大连市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推动老
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项目，修缮旧
房、基本功能有问题房屋，进行暖房
子改造、小区基础管线类改造、院落
更新改造，消除低品质住房。

大连市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时，同步开展完整社区建设，主要包

括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便
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市政配套基
础设施。同时，结合属地实际，统筹
划定和调整居住社区范围，制定完
整社区建设标准，因地制宜开展建
设工作。

下一步，大连市将建设20个完
整社区样板，并以此为模式，推进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做
好光纤入户和多网融合，推进公共
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
造，以及养老、托育、助餐、家政保
洁、便民市场、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
务站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持续扩大物业管理
覆盖面，推进保障性住房、老旧小
区、零散楼院等住宅引进物业管理，
切实解决小区居民基本诉求。

建设20个完整社区样板

做强综合实力，在加快壮大经济规模上实现新突破①

今年以来，大连市以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以稳就
业、保就业工作为主线，强化各项就
业工作带头落实、善于落实、层层落
实，确保就业目标任务完成。

大连市线上线下齐发力，通过多
种方式为求职者提供更多选择，促进

各类群体实现就业。前三季度，全市
城镇新增就业12.2万人，完成确保指
标的107.35%，位居全国15个副省级
城市前列。

图为大连人力资源市场开展线
上直播。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线上线下发力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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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实现“十个新突破”
新闻链接 LIANJIE

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实现新突破②
建设创新策源中心，在创新发展上实现新突破③
推动“三个中心”融合发展，在提升城市功能上实现新突破④
构筑开放发展新优势，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实现新突破⑤

大连地铁五号线最长盾构区间双线贯通。 伍雪峰 摄

大船集团交付的新一代节能环保超大型原油船。 大船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