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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要闻

我省交出上半年“成绩单”：
GDP 达 7957.43 亿，同比增长 9.2%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年内完成 5 万户以上

分别增长

增加值

上半年成绩单

稳增长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产业

5.3%
11.5%

第二产业

7.9%

第三产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9%
12.6%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发展效益改善提升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
上半年全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750 亿元左右

工业经济效益持续向好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利润总额增长

30.7%

11.1%

财政收支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21.1%

4.1%

33 个县市区正式宣布退出贫困县
187.5 亿元

易地扶贫搬迁已建成集中安置点

117 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新增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12 万人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
把压减的行政经费全部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
卫生、医保、养老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48.8 亿元

32.99 万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下半年，我省将聚焦重要指标、重点任务，精准发力，
全力以赴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动真碰硬、下大力气改
善营商环境，持之以恒惠民生保稳定 9 大重点。
如何打好“三大攻坚战”？我省明确下半年要继续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建立健全各级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评定制度，严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继
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聚焦怒江、迪庆、昭通等深度贫
困地区，对“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突出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限期“清零”，确保如期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高质
量完成 130 万贫困人口净脱贫、2457 个贫困村出列、31
个贫困县摘帽、7 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任务。继续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动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和“8 个标志性战役”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革命性举
措推进九大高原湖泊实现水质稳定好转，六大水系水质
持续改善。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我省明确要坚决落实减税降
费各项措施，
确保全年为企业降成本 1000 亿元以上。推进
国资国企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打破行业垄断，
废除在工程
招标、市场准入、质量认证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和行为，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坚决废除各种不合理限制，
消除各种隐性门槛，
推进
“非
禁即入”
普遍落实，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还要及时偿还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确保年内偿还比例达到 50%。

年内完成城镇老旧小区 5 万户改造
加快“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大力推动县域高速公路
“能通全通”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州市推进“互联互通”。
加快推进渝昆高铁、昆明长水枢纽等重点项目建设，
争取滇
中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国家规划盘子，加快电网改造
升级和 5G 网络覆盖。民生领域补短板要用好用活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政策，年内完成 5 万户以上改造任务。综合提
升五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实施棚户区改造 10 万套以上。

编制出台大滇西旅游环线总体规划

发展基础条件更加稳固

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限期“清零”

确保全年为企业降成本1000亿元以上

9.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下半年这么干

昨日，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就 2019 年上半年
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重点进
行发布。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
势，我省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数据显示，
上 半 年 ，全 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7957.43 亿元，同比增长 9.2%，
高于全国 2.9 个百分点。

8.2%、9.8%

我省将大力推进“滇西一体化”，优化大滇西旅游环线
中的大环线和小环线路网规划设计，建设大滇西交通环
线。编制出台大滇西旅游环线总体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
发展“智慧旅游引导下的在途旅游”等新产品新业态，提升
“吃住行游购娱”品质，打造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力
争年内缅甸缪达保山经贸合作区、中柬文化创意园等境外
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实现突破。

把“一部手机”系列
打造成“数字云南”拳头产品
我省将千方百计拉长“长板”，促进八大重点产业集聚
高效发展，持续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
“ 绿色能源牌”方
面，针对水电铝材、水电硅材一体化和新能源汽车等，确保
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尽快完工、投产项目尽快达
产；力争昭通页岩气年内开发利用规模达 7000 万立方米。
“绿色食品牌”方面，坚定不移按照“大产业+新主体+新平
台”发展思路和“抓有机、创名牌、育龙头、占市场、建平台、
解难题”关键环节深入推进。
“健康生活目的地牌”方面，深
入推进
“旅游革命”
，
坚持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不放松，
全
面提升旅游
“六大要素”
品质，
健全
“无理由退货机制”。
同时，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做实新能源汽车电
机、电控、电池全产业链，进一步优化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措施，推动“数字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实施“刷脸
就行”工程，拓宽应用领域。不断加快“游云南”
“ 办事通”
“云品荟”等平台迭代升级。把“一部手机”系列产品打造
成
“数字云南”
的拳头产品。
首席记者 宋金艳

慰问信
驻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全
省退役军人、烈军属：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全省
4800 万各族群众，向你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
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党政
军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
量发展，全力做好稳增长、促
改 革 、调 结 构 、惠 民 生 、防 风
险、保稳定工作，全省呈现出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族团结
进步、边疆巩固安宁、社会和
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岁月铭记奋斗足迹，历史
镌刻光辉功绩！一年来，驻滇
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坚持推进政治建军、改
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持续掀起练兵备战热潮，强军
事 业 迈 出 新 步 伐 、开 创 新 局
面。广大官兵牢记人民军队
根本宗旨，发扬“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深入开
展扶贫帮困、助学兴教、医疗
救助等活动，在强边固防、应
急抢险、维稳处突、扫除雷患
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打头阵、当
先锋，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全省广大退
役军人和烈军属，传承红色基
因、永葆军人本色，在各条战
线各个行业续写出彩人生，为
军旗再添光彩。在此，向你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
的敬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 立 70 周 年 ，是 决 战 脱 贫 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政策制度、
安置就业、待遇保障、荣誉激
励和服务保障等体系，勇于担
当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政
治责任，不断发展巩固军政军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大好局面。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军民同心、携手奋进，
攻坚克难、埋头苦干，奋力开
创云南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
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
健康，
工作顺利，
阖家幸福！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二 O 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