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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去年达 75.1 岁
昨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昆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审议关于云南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传
染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十三五”以来，全省经济总量迈上 2 万亿台
阶，
GDP 总量在全国排名前进了 5 位，
人均 GDP 在全国排位前进了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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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全员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人均预期寿命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森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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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质量

城镇化率
科技进步贡献率
互联网普及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重
居民收入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安居工程建设
耕地保有量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非化石能源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纲要》确定的 2020 年规划目标为 1.5%，2016、2017、
2018 年，我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分别是 0.89%、
0.96%、1.05%，预计 2019 年达 0.94%、2020 年可达 1%，与
1.5%的规划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纲要》确定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的 2020 年规划目
标为达到 3.5 件，2016、2017、2018、2019 年，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分别为 1.9 件、2.21 件、2.54 件、2.85 件，预计
2020 年可达 3.1 件，与 3.5 件的规划目标还有差距。

■分析

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缺乏创新内在动力
经分析，R&D 经费投入强度完成
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创新驱动发展认识
不到位，部分地区和部门落实创新发展
有差距，没有像抓 GDP 一样抓科技创
新、抓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
足，我省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少、规模小，
高新技术企业比重低，大多数企业发展
更多依托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及能源价
格优势，企业更多关注生产规模与产能
的扩大，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多渠道
研发投入机制尚未建立，科技创新基础

薄弱，我省国家大科学工程和国家级平
台数量较少。
每万人发明专利完成不理想主要
是，
我省专利申请的整体质量水平不高，
授权率较低，
“十三五”
以来我省年度发
明专利申请年均增长率 10.8%，但授权
量年均增长率仅为 1.1%。知识产权经
费投入不足，
2019 年，
我省 R&D 经费投
入约占 GDP 的 0.94%，
不到全国水平的
一半，各级财政知识产权工作专项经费
投入3605万元。
首席记者 宋金艳

“十三五”
期间
云南发生这些变化

省检察院：

群众信访 23421 件
7 日内
“应回尽回”

GDP 指标提前完成
2020 年的规划目标达到 2.1 万亿元，
与
2015 年 13717.88 亿元的基数相比，需增加
7282.12亿元，
“十三五”
期间年均增长8.5%。
2016、2017、2018、2019 年 ，全 省 GDP
总量分别为 14788.42 亿元、16376.34 亿元、
20880.63 亿元、23223.75 亿元。2019 年云
南已经提前完成目标。

收入高了
居民收入方面，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020 年的规划目标为 40578 元。
2016、2017、2018、2019 年，全省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8611 元、30996
元 、33488 元 、36238 元 ，预 计 2020 年 达
40578 元，
能顺利完成“十三五”
规划目标。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0
年的规划目标达到 13274 元，过去四年分
别为 9020 元、9862 元、10768 元、11902 元，
预计 2020 年达 13274 元，
能顺利完成目标。

寿命长了
2020 年的规划目标为累计增加 1 岁以
上，即在 2015 年 72.76 岁的基础上增加 1
岁，达到 73.76 岁。2016、2017、2018、2019
年 ，全 省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分 别 达 74.11 岁 、
74.62 岁、74.7 岁、75.1 岁。2016 年已提前
完成了“十三五”
规划目标。

交通更快捷了
云南大力推进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
通”工程，小勐养至磨憨、蒙自至文山至砚
山、
新昆嵩等一大批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怒
江美丽公路主线建成通车，90 个县实现高
速公路通车，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今年年底
有望突破 9000 公里。
全省铁路步入大发展时期，营业里程
由“十三五”末的 2660 公里增加到 4031 公
里。高铁从无到有，
全省迈入高铁时代，
营
业里程达 1105 公里，
渝昆高铁实现开工，
在
建的大瑞、
玉磨、
丽香等项目按计划推进。

水清了
2019 年 ，九 大 高 原 湖 泊 水 质 稳 中 向
好，
抚仙湖、
泸沽湖水质稳定在Ⅰ类，
滇池、
程海水质保持在类Ⅳ类。与 2015 年相比，
国考地表水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体比例
下降了 8 个百分点。

记者从昨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 3 月
到今年 5 月，
全省检察机关共收到人民
群众信访 23421 件；
全部都做到了在 7
日内
“应回尽回”
“能回尽回”
，
7 日内程
序回复率 100%。符合受理条件的信
访事项及时导入检察机关程序，
3 个月
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99.3%。
2019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
全国人民作出庄严承诺，要求检察机
关将心比心对待群众信访，建立群众
信访 7 日内程序回复，3 个月内办理过
程或结果答复制度。这也是检察机关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化解
社会矛盾的一项重大举措。一年来，
云南省检察机关强化组织领导，采取
有力措施，压实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
实，切实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同时，全省检察机关及时妥善处
理群众来信来访，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专项活动开展取得实效。一是开展涉
非公经济案件立案监督和羁押必要性
审查专项活动。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3 月专项活动开展期间，全省检察
机关共办理涉非公经济立案监督和羁
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线索 76 件。其中，
立案监督案件线索 23 件，决定立案办
理 10 件，监督纠正办案机关违法行为
16 件，纠正率 69.57%；羁押必要性审
查案件线索 53 件 60 人，决定立案办
理 47 件 54 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
议 30 件 35 人，被采纳 27 件 30 人，采
纳率 85.7%；二是开展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专项监督活动。与省司法厅、省
律师协会多次进行会商研究，建立健
全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控告申诉案件
信息共享制度，改进完善了值班律师
工作制度。2019 年 7 月以来，全省检
察机关已经监督纠正了 16 件阻碍律
师行使执业权利的案件；三是开展国
家司法救助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2019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国家
司 法 救 助 申 请 1219 件 ，决 定 救 助
1106 件，获得救助人数 1525 人。其
中，救助贫困家庭 464 户，救助贫困人
口 660 人，向涉案贫困当事人发放国
家司法救助金 642.35 万元。
下一步，云南检察机关将进一步
巩固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
度，通过加强释法说理工作、压实信访
首办责任、全面推行院领导办理信访
案件等举措，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平，感受到
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本报记者 林舒佳

贫情缓解了
“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取得辉煌成
就，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
决，
现行标准下 555 万农村贫困人口即将全
面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
“十二五”
末的14.03%
下降到 2019 年的 1.32%。9 个民族实现整族
脱贫，
刀耕火种、
窝棚茅屋、
缺衣少食这些几
千年困扰少数民族的问题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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