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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科技创新步伐加快

这一年，
我们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力量
这一年，
我们在风险挑战中砥砺斗志
这一年，
我们在常态反思中跳起摸高
这一年，
我们在为民服务中锤炼作风
这一年，
我们在正风肃纪中依法行政

实施新一轮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806
家，同比增长 41.7%
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 352.9 亿元，增长 31.8%
发布实施 5 个“揭榜挂帅”榜单，组织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重
点研发项目 107 项
创新载体加快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获批，
新增国家级创新平台 3 个，新建省级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 32 个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6.1%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8%
进出口总额增长 29
29..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2
12..8%

●“放管服”改革取得实效，赋予自贸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事权
589 项、219 项
●政务服务事项 1739 项
“省内通办”、170 项“跨省通办”
●惠企纾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新增减税降费 63 亿元以上
●新登记市场主体 54 万户，增长 28.7%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扎实推进，全省地方国企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增长
16.6%、176.2%
●北大荒集团集团化公司化运行良好，森工集团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组
建龙煤能源投资集团
●深化事业单位全领域改革试点工作如期完成

“三农”工作
成效明显

●对俄合作深入推进，举办龙粤俄三方省州长视频会晤，黑河公路大桥建成，同江
铁路大桥铺轨贯通，开展黑河、绥芬河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自贸试验区加
快建设，
“创新中俄跨境集群建设”案例入选国家级最佳实践案例

粮食总产 1573.5 亿斤，实现“十
八连丰”，增产 65.4 亿斤，新增产量
占全国增量 24.5%，创历史新高

现代服务业不断提升

加 力 推 进 黑 土 地 保 护 ，新 建 高 标 准 农 田
1024.6 万亩
种业振兴开局良好，建设 16 个国家级良种繁
育基地，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8816.8 万亩，继续保
持全国第一
生猪产能全面恢复，出栏 2228.1 万头，同比
增长 24.5%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合作社达到
9.6 万个，家庭农场达到 6.2 万个，农业生产全程
托管服务面积 2042 万亩。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超过 1700 家。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继续保持全国
领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新建改建农村
公路 4000 公里，提高 280 万农村居民供水保障水
平

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

批零住餐、营利性服务业新纳统企业增加
分别超过 700 户、110 户

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污染防治攻坚战连续两年位列国家优秀序列
金融业持续发展，人民币贷款余额 2.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8.1%

淘汰城市建成区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43台，
全省优良天数比率94.8%，
重污染天数同比降幅58.3%
4条河流退出劣V类，
劣V类水体比例同比改善2.9个百分点

积极推动企业上市，上交所主板上市企业 1
家，新申报 IPO 企业 6 家，上市后备企业 224 家，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增长 15.3%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营造林155.9万亩，
治理侵蚀沟1706条
成立了低碳企业联盟，
140家重点企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113 个电商产业园区入
驻企业 3472 家，示范县网店总数 9.9 万个、网上
零售额增长 30%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推进“快递下乡进村”，邮政业务总量增长
20.3%

全省财政民生支出 4445.3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达 87.1%

成功举办第四届旅发大会，全年接待游客
1.63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45 亿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6%，
增速为 7 年来最高

人，
完成年计划的139.5%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

发放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资金 69.8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并实现

高 5.4% 、9.4% ，惠 及 群 众

亿元，儿童福利机构和社会散居孤儿保障标

148.2 万人

准分别提高 12.9%、17.4%

“十七连增”

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力度加大

疫 苗 接

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强力推动招商引资，组织重大招商活
动 81 次，新签约千万元及以上利用内资项
目 1393 个，项目合同金额 6163 亿元;实际
利用外资增长 10.8%。

工业经济
提质增效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1.9 万

学前教育增加普惠学位近 8 万个，
“ 双减”学科类培训
机构压减 95.4%

统筹全面实现，门诊费

种有序推进，

用跨省直接结算开通，

三岁以上常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住人口新冠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6%，高职扩招 4 万人，义务教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疫苗接种覆

育巩固率、高中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高于全国

至 580 元

盖率 96%

4.1、5.8 和 17 个百分点

230 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890.8
规上工业产值突破万亿元，增加值增速连续两年
超过全省 GDP 增速，达到 2013 年以来最高水平

亿元

全省棚户区改造开工 5 万套，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开工 46.9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 1.3 万户

维修普通国省道 1800 公里，改造高
速公路路面 880 公里

规上企业新增超过 300 户，6 年来首次突破 4000
户，百亿级企业达到 20 户。工业利润大幅增长，增速
超过全国水平

更新改造老旧供热管网 2058 公里、二次供水泵站
1200 座、庭院内供水管网 1811 公里

平安建设持续加强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3.3%、8.2%

装备、石化、食品、能源等优势产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 13.3%、9.8%、6.1%、6.3%

八类案件及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立案分别下降 9.6%、
5%，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98.6%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新建 5G 基站 1.8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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