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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拓展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坚持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着力提高低收
入群体收入，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大
学毕业生等为重点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健全农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
转移性收入增长机制，切实减轻家庭支出
负担。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千方百计提升就
业容量和质量。

◆完善全省统一线上线下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
服务体系。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工程，推行企业新型学徒
制，推广职业培训包、工学一体化、互联
网+等培训模式，提升技工教育质量，缓解
结构性就业矛盾。

◆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完善重点
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做好下岗失业人员、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
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

◆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对就业困难
人员实施托底帮扶，做好残疾人、零就业
家庭成员就业。

◆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
活就业的保障制度，鼓励个体经营，引导
支持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支持和规范发
展新就业形态。

◆“十四五”期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
150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6%以
内。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系统推进

教育评价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不断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
素质。

◆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促进教育公
平，推动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发展迈向优
质均衡发展，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
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鼓励高中阶段
学校多样化发展。

◆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支持哈工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支
持哈工程、东北林大等部属院校做优做
强，全方位推动省属院校提档升级，促进
省属院校资源整合，优化学科设置，办出
特色化、高质量。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规范校
外培训机构。

改造老旧小区140140万户以上

建成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铁力
至伊春铁路，建设牡丹江至敦化铁路、
哈尔滨至铁力铁路，谋划齐齐哈尔至
通辽铁路、齐齐哈尔至满洲里铁路。

建成北黑、佳鹤、富加、哈绥北（龙
镇）等铁路改造和宝清至朝阳段铁路
等工程，谋划佳木斯至同江（抚远）铁
路改造、绥化至佳木斯铁路改造、新建
漠河至满归铁路等。

建设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益海
嘉里（富裕）、讷河集中供热等铁路专
用线，推进哈尔滨钢铁产业园、大庆高
新区、益海嘉里（密山）、松岭区铅锌钼
矿等铁路专用线项目。

高速铁路

普速铁路

铁路专用线

新建
800公里

新建改造
1250公里

新建改造
100公里

类别 目标 重点项目

城市建设重点

城市轨道交通

供水

排水防涝

供热

老旧小区改造

总规模达到

203公里

建成运营哈尔滨地铁2号线一期、3号线二期工程，开工
建设4号线一期、5号线一期，启动大庆、恒大文旅城轻轨前
期工作

城镇供水普
及率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供水管网
漏损率均控制在

10%以内

基本消除城
区内涝积水点，城
市易涝点整治率

达到100%

新扩建城市净水厂4040座

新建改造城市供水管网

新建改造排水管网（含污水）

15001500公里

改造供热老旧管网40004000公里以上

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集 中
供热普及
率达到

90%

力争
基本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
需改造的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

15001500 公里

50005000

铁
路

京哈高速拉林河至哈尔滨段扩
容、鹤大高速佳木斯过境段、绥满高速
卧里屯至白家窑段、绥大高速、哈肇高
速、吉黑高速山河至哈尔滨段等。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铁科高速铁
力至五常段、鹤哈高速鹤岗至伊春段、
北漠高速五大连池至嫩江段、吉黑高
速哈尔滨至北安段、大广高速大庆过
境段、依兴高速七台河至密山段等。

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段江北
通道、绥满高速哈尔滨至阿城段和哈
大段等扩容改造，黑河至加格达奇，嫩
江至加格达奇、齐齐哈尔至碾子山、双
鸭山至宝清、鸡西至穆棱、绥芬河至东
宁、金林至铁力等。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领域 目标 重点项目

建设改
造普通国道
3800 公里、
普 通 省 道
4000公里

建成
591公里

建设
1000公里

谋划
1500公里

建成滴道至鸡西兴凯湖机场、大
齐界至杜尔伯特、嘉荫至汤旺河等。
畅通国道主通道和沿边通道，改造城
市过境路段，实施“瓶颈路段”升级。

公
路

民
航

建成以东二跑道为主要内容的哈尔滨机场二
期扩建工程，推进哈尔滨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

建成绥芬河机场，实施齐齐哈尔、佳木斯、鸡
西、漠河、黑河、加格达奇机场改扩建工程，新建绥
化、鹤岗机场，研究牡丹江机场迁建。

建成富裕、木兰、呼玛通用机场，新建七台河、
嘉荫、塔河、同江、逊克、讷河、绥滨等通用机场。

国际
枢纽机场

其他
运输机场

通用机场

类别 重点项目

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2.7

6.1

11.3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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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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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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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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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左右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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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指标 2020年 2025年 年均/累计 属性

“十四五”时期民生福祉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城镇调查失业率（%）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个）

人均预期寿命（岁）

注：带*的为2019年数据。

推进“健康龙江”建设
◆强化大健康理念，弘扬伟大的抗疫精

神，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完善重大疫
情防控救治体系，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
力。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
置机制，健全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
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加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县级医院和
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设，争取布局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布局。

◆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大力发
展中医药事业，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中药新药和中医药健康产品研发，加快
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全面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健全药品供
应保障体系。支持社会办医，推广远程医
疗。

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加强公共体育场馆、足球场、体育公

园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有效利用。

◆推动国家冰雪体育运动基地建设，开
展全民上冰雪行动，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
积极做好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备战服
务。

◆完善竞技体育后备力量培养工作机
制，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培养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推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以及适幼、适
老化改造，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和学校、企业
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健全运动
成绩评定奖励机制，鼓励青少年体育社会组
织和俱乐部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问题
◆建立健全拴心留人政策体系，留住适

龄劳动资源，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

◆建立边境地区人口安全预警机制，多
措并举吸引人口向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流动，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民族县乡村少数民
族人口。

◆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
络，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
老。

◆普及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建设，加强
智慧养老配套设施建设，构建老年友好型社
区。

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

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
平。

◆构建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
以企业（职业）年金为补充、与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相衔
接的养老保险体系。

◆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
调整机制。

◆在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的基础上，完成向全国统
筹过渡。

◆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健全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

◆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实行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完善重
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大
异地就医结算范围，推进医保基金监
管制度体系改革。

◆完善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
度，加快实现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省
级统筹，到2025年失业保险参保人
数达到330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440万人。

◆逐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
障制度，落实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工
作。

◆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制度，健全专项社会救助，完善慈善、
社工等制度体系。

◆强化社会福利事业，完善城乡
困境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关爱服务体
系。

◆完善城乡基本殡葬服务设施，
全面建立丧葬补助金制度。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