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夏邑县“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安排表
序号

课题名称

研究内容和要求

责任单位

1

全面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
夏邑县“十三五 发展成就，分析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
”经济社会发展 素和“十三五”时期面临的发展环境，
思路、战略和任 提出“十三五”时期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务研究
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发
展战略、重点任务及政策取向。

县发改委

2

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要求，研
究提出“十三五”夏邑经济社会发展的
夏邑县“十三五
目标取向和指标体系设置，对“十三五
”发展目标及指
”期末的目标值进行预测，并对届时这
标体系研究
些指标在国内外处于何种水平进行分析
预测。

县统计局

3

全面总结“十二五”以来全县财政收支
结构、资金使用效率、财政体制机制现
状及存在问题，预测分析“十三五”时
期财政收支状况，重点研究“十三五”
夏邑县“十三五
时期全县公共财政供给的范围，内容和
”公共财政供给
标准，提高公共财政供给能力的目标和
能力研究
举措，尤其是研究如何利用财政杠杆促
进产业机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何优化支出结构，增强公共服务能
力，以及财政体系改革等问题。

县财政局

4

总结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
现状，准确把握“十三五”时期全县固
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面临的新形
势，研究提出“十三五”时期在保持合
夏邑县“十三五
理投资机构的前提下，促进固定资产投
”投资与重大项
资持续较快增长的对策措施，探索深化
目建设研究
投资体质改革、利用政府投资引导和带
动民间投资、扩大市场直接融资的有效
途径，在产业培育、社会发展、基础设
施等领域梳理储备一批重大建设项目。

县发改委

夏邑县“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安排表
序号

课题名称

研究内容和要求

责任单位

5

总结全县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情况，研究
夏邑县“十三五
“十三五”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思
”完善现代市场
路和措施，以及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
体系思路研究
长的贡献率。

县发改委

6

夏邑县“十三五
”水资源禀赋的
特征及开发利用
研究

分析全县是资源禀赋的特点研究全县水
资源的利用现状，研究制约我县“十三
五”期间水资源的瓶颈，解决水资源的
约束，为保障我县经济可持续发展，创
造良好的水资源供给条件提出对策和建
议。

县水利局

7

分析我县人力资源的现状、主要特点存
在问题，预测我县“十三五”期间。我
夏邑县“十三五
县人力资源发展趋势及供求形势，提出
”人力资源研究
促进就业、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发展途径
和措施。

县人社局

8

总结我县产业集聚群发展取得的成绩和
夏邑县“十三五
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
”产业群发展思
十三五”时期，我县超千亿元产业集群
路研究
发展思路和目标。

县工信局

9

夏邑县“十三五
”推进新型城镇
化和城乡发展一
体化的对策研究

分析我县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优势、存
在问题，拟定科学的城镇化目标、方法
和实施途径，重点拟定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
平、加强对城镇管理的对策建议。

县住建局

10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消费状况，包
括消费领域、消费机构、特点和存在问
题及原因，分析评价消费增长对全县经
夏邑县“十三五
济增长的贡献。提出全县“十三五”扩
”扩大消费需求
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增长的总体思路
的思路于对策研
、目标、主要任务和对策措施，着重研
究
究如何拓宽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增
长点、优化消费结构、改善消费环境、
促进消费增长的途径和措施。

县商务局

夏邑县“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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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对外开放取得
的重要成效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分析全
县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及环境条
件；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县扩大对外
夏邑县“十三五 开放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构建对外开放 和政策措施；着重研究提出扩大对外贸
新格局研究
易、吸引国外资金的目标、重点，研究
如何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承
接产业转移和创新利用国内外资金方
式，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
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思路及对策。

县商务局

12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
的主要内容和成效，进一步深化经济体
夏邑县“十三五
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难点和原
”深化经济体制
因；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县深化经济
改革总体思路研
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阶段性目标以及
究
重点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推进重点领
域改革的步骤和对策措施。

县发改委

13

结合产业发展的规律、趋势和特点，分
析评价全县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内部结
夏邑县“十三五
构和产业间相互关系；研究提出“十三
”产业转型升级
五”时期全县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和提升核心竞争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总体思路，以及产业
力对策研究
布局和结构调整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主
攻方向、重点领域、对策措施。

县发改委

14

总结我县工业化的现状特征、发展阶段
和制约因素，分析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
夏邑县“十三五
化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对我县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发
进程的影响，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县
展思路研究
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发展目标
、发展重点和对策措施。

县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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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总结全县“十二五”以来新兴产业发展
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预测国内外新兴
夏邑县“十三五 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研究提出“十三五
”新兴产业发展 ”时期全县新兴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
思路研究
务和推进新兴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和推进新兴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对策措施
。

县发改委

16

总结全县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
夏邑县“十三五 题，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县现代服务
”加快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空间布
业发展研究
局、以及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促进服
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

县发改委

17

18

19

夏邑县“十三五 总结全县农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
”现代农业发展 出“十三五”时期全县现代农业发展的
思路研究
目标和总体思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
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措施。
夏邑县“十三五 总结全县能源发展现状，研究能源产业
”能源发展思路 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关键性
问题。对全县“十三五”期间的能源需
研究
求进行预测分析，研究提出促进能源发
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配套政策。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的
基本状况、主要成效、存在的问题，系
夏邑县“十三五 统评价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其效
”加快金融业发 应；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县金融业发
展的思路与对策 展的外部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围
绕“十三五”时期主要发展指标，测算
研究
融资需求和供给结构，提出资金供需平
衡的措施和建议；结合国家有关政策和
全省发展的总体部署，提出深化金融体
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金融
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县农业局

县发改委

县政府金融办

夏邑县“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安排表
序号

20

21

课题名称

总结全县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开发潜力
夏邑县“十三五 及当前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
”旅游发展思路 提出全县“十三五”时期做大做强旅游
产业的总体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
研究
对策措施，着重研究如何深度挖掘现有
旅游资源、培育新的旅游热点、加快旅
游产业发展的途径和对策措施。
总结全县物流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夏邑县“十三五
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优化物流
”现代物流业发
网络设施布局、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
展思路研究
流运作效率、完善物流体系的思路与对
策。

22

夏邑县“十三五
”构建现代化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
对策研究

23

夏邑县“十三五
”国土资源利用
及优化空间布局
研究

24

25

研究内容和要求

总结全县交通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存
在不足，预测“十三五”时期及到2025
年交通运输的增长趋势，根据适度超前
的原则，研究提出全县“十三五”时期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目标
、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总结全县“十二五”以来空间开发存在
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十三五”时期全
县国土利用总量平衡、空间配置以及区
域发展空间战略格局，结合县委战略部
署，提出国土空间开发方向、时序、重
点和政策取向。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农村发展现状
夏邑县“十三五
和存在问题，提出“十三五”时期新农
”新农村建设研
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对策。
究

夏邑县“十三五
”生态建设与环
境保护的思路与
对策研究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推进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和有在问题，提
出“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和控制主要
污染物排放的主要目标和具体指标，以
及实现上述目标的工作思路、主要任务
和对策措施。结合实施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与资
源补偿机制的思路与制度保障政策。

责任单位

县旅游局

县发改委

县交通运输局

县国土局

县农办

县环保局

夏邑县“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安排表
序号

课题名称

研究内容和要求

责任单位

26

总结全县科技创新现状和存在问题，分
析未来国内外科技创新领域的新趋势、
夏邑县“十三五 新特点，及其对我县科技创新带来的机
”科技创新思路 遇和挑战，综合国家、省“十三五”时 县工信和科技局
研究
期的科技创新新要求，提出“十三五”
我县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
发展路径和对策措施。

27

分析全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和影响我县文化领域发展的因素，研究
夏邑县“十三五
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县文化事业、文
”文化领域发展
化产业加快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重点
研究
和方向，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措施等。

县文化广电
旅游局

28

总结全县“十二五”期间教育事业取得
的主要成就、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当前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素质教育
全面实施的主要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
夏邑县“十三五
措施；研究提出我县发展职业教育和职
”教育事业发展
业培训的定位和总体目标，以及实现目
思路及对策研究
标的措施建议；研究各级、各类教育发
展的定位和相互关系，提出我县“十三
五”期间全县教育事业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和对策措施。

县教体局

29

总结全县“十二五”时期卫生事业取得
夏邑县“十三五 的主要成就、经验、存在问题，按照与
”卫生事业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研究
思路及对策研究 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县卫生事业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和推进措施。

县卫生局

30

总结全县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根
夏邑县“十三五
据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
”完善社会保障
势，提出“十三五”期间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对策研究
体系的目标、重点任务和对策措施。

县人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