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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解读 

 

一、编制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大渡口抢抓新发展机遇、践行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台阶的关

键五年。科学编制实施“十四五”规划，对于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奋力谱写大渡口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标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按照区委十二届九

次全会部署，大渡口区政府编制《重庆市大渡口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二、编制过程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自 2019 年下半年启动，历时一年多时

间。大渡口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成立“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十四五”

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方案，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规划纲要进行研究

部署和工作安排。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召开工业、服务业、

社会民生、城市建设专项领域座谈会，形成《“十四五”调研访

谈实录》和《大渡口区情报告白皮书》，开展《大渡口区“十四五”

规划发展思路》研究，起草形成大渡口区“十四五”规划纲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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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凝聚社会智慧力量，开展公众建言金点

子征集活动，先后召开专题研究会、专家咨询会、征求意见会、

区人大政协汇报会、区委政府审议等各类会议近 20 次，不断修改

完善，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经区人代会审议通过。 

三、主要内容 

《规划纲要》全文共 18 章 61 节，第一章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阐述“十三五”发展成就、“十四五”发展环境、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发展目标；第二至十七章阐述“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第十八章加强规划实施保障。 

（一）关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

指示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融

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当新发展使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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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安定和谐，确

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基本原则突出“五

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总体目标：立足南部

人文之城发展定位，全面完成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试点任务，加

快建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南部人文之城核心区，“高质量

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初步建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

上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努力在南部人文之城建设中取得新突破，

在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体现新担当，在“三个作用”发挥中

作出新贡献，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 万元。

展望 2035：大渡口区将与全国、全市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南部人文之城核心区全面建成，“高

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发展目标全面实现。 

（二）关于指标体系。《规划纲要》全面对接市级《规划纲要》

主要指标，结合我区实际，按照可统计、能落实、可考核原则，

围绕“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建设设置 31 项指标。其

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6%，主要基于发展基础以及“十四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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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临的机遇形势和加快发展、实现上台阶的目标要求提出的；

其他指标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合理设置。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表 

序号 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5 年 指标属性 

1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3 6* 预期性 

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2020 年价） 7.05 10 预期性 

一、建设高质量产业之区 

3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2020 年价） 14.75 19 预期性 

4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8 8* 预期性 

5 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52.5 ≥55 预期性 

6 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1.2 6* 预期性 

7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6 10 预期性 

8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4.1 8 预期性 

9 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 4 预期性 

10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18.92 19.5 预期性 

11 人民币存贷款余额（亿元） 1400 2000 预期性 

12 进出口总额（亿元） 22.03 ≥ [100] 预期性 

13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63 [5] 预期性 

14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家） 32000 40000 预期性 

15 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3 6* 预期性 

1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 -2.7 6* 预期性 

二、建设高品质宜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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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5 年 指标属性 

17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3 [15] 约束性 

18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市级下达 

为准 
约束性 

19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 100 100 约束性 

20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天） 323 ≥320 约束性 

21 森林覆盖率（%） 40 ≥40 约束性 

2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16.1 ≥16.1 约束性 

23 建成区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5.8 7.00 预期性 

2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4.9 6* 预期性 

25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12000 [40000] 预期性 

26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12 预期性 

27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 78.06 79.3 预期性 

28 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数（张） 35.4 40 预期性 

29 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个） 1.4 4 预期性 

30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3.81 4 预期性 

31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人） 12 ＜[80] 约束性 

备注：带*为五年年均增速，带【】为五年累计。 

（三）关于重大战略任务。《规划纲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总体形势，提出以下 16 方面工作任务。 

1.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着力在壮大创新力量、推动协同创新、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创新服务生态上下功夫，加快补齐全区

创新短板，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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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着力发展壮大“四大支柱”产

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新

经济新业态，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全力打造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3.高标准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着力打造钓鱼嘴音乐半岛，

建设工业文创城，转型升级茄子溪港区，打造展现重庆国际化大

都市形象的新名片。 

4.高质量建设高新区建桥园。重点优化园区产业布局、推动

园区产城融合、建设创新绿色开放园区，推进园区二次创业再出

发，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区。 

5.高水平培育九宫庙-金桥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包括改造升

级九宫庙商圈、建设金桥新兴消费中心、发展天安高端商务区，

打造品质商业圈，增强辐射带动能力。 

6.高品质开发伏牛溪活力生态宜居新城。着力建设重庆（国

际）小球赛事中心，优化五一互助、公民凤阳空间布局，完善功

能配套，推动伏牛溪油化品仓储基地搬迁，建设高品质居住示范

区。 

7.加快城市品质能级跃升。包括加快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等内容，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民更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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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对外通道打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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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多元化交通建设示意图 

8.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城区。包括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容，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9.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破

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抓好各领域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0.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包括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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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等内容，努力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现开放合作

发展。 

11.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立足“南部人文之城”定位，着力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增强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塑造“上善之地、大德之城”城市精神，建设人文魅力城区。 

12.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重点是推动基本公共教育公平优质

发展、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突破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3.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位置，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加快体

育强区建设，着力补齐健康卫生事业短板。 

14.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重点是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质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

妇女儿童、青少年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发展。 

15.提高社会保障能力。重点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高居

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满意度。 

16.筑牢安全发展底线。重点是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力

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各类风险特别是抓好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安



— 10 —

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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