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兴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东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兴市
“奋战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经济

运行工作专班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市直、驻东兴各有关单位：

《东兴市“奋战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经济运行工作专班方案》

已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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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市“奋战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经济运行工作专班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防城港市经济工作会议以及

自治区“奋战一季度、加力开新局”暨 2021年一季度经济运行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动员全市各级各部门以“起步就要提速、开局

就要争先”的奋斗姿态，打好“七场硬仗”，抢占先机、争取主动，

全力以赴奋战一季度，确保完成各项任务，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奋战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经济运行

工作专班。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经济运行总专班

组 长：陈建林 东兴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东兴市委副书

记、市长

副组长：李 健 东兴试验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处长，东

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奋战目标和工作职责：市“奋战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经济运

行工作实行专班负责制。设立经济运行总专班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汉芸担

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铭渊担任。总专班

下设农业、工业、投资、建筑和房地产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

业、商贸业、财政和金融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服务业等 8个工

作专班，实行处级领导挂帅负责制，实施一季度攻坚冲刺，力争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6%、第二产业



— 3—

增加值增长 15.9%、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10.5%。

各工作专班组织架构及奋战目标如下：

（一）农业工作专班

组 长：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姚 镇 副市长

毛共钦 市政协副主席

副组长：凌钦龙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廷凯 市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许 仁 市政协农业农村和经济委主任

罗云科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黄邦明 市农业农村水利局局长

李若杨 东兴镇镇长

罗 恒 江平镇镇长

陆登岳 马路镇镇长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水利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农业农村水利局、自然资源局

（林业局）等。

农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水利局。

奋战目标：打好春季农业开门红硬仗，力争一季度第一产业

增加值增长 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 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5%。

（二）工业工作专班

组 长：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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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诗咏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

毛共钦 市政协副主席

副组长：缪 翔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韦 华 市政协农业农村和经济委副主任

刘荣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许 海 市江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凌云志 广西东兴冲榄工业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财政局（金融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江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冲榄工业园公司

等。

工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奋战目标：打好工业增产增效硬仗，力争一季度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1%；规上工业总产值与去年同期持平。

（三）投资工作专班

组 长：李 健 东兴试验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处长，东

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副组长：王铎瑾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翟有胜 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颜忠宁 市政协文化文史学习联谊和华侨民族宗教委主任

陈汉芸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许 海 市江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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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志 广西东兴冲榄工业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牵头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财政局（金

融办）、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商务和口岸管理局、文化

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江平工业园管委会，冲榄工业园公司、东兴

生态环境局等。

投资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发展和改革局。

奋战目标：打好项目投资掀热潮硬仗，力争一季度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0%。

（四）建筑和房地产业工作专班

组 长：李文超 市委常委、副市长

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侯东升 市政协副主席

副组长：庞立富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廷凯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

龙相东 市政协提案和教科卫体委副主任

吴宗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牵头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建筑和房地产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奋战目标：力争一季度建筑业总产值增长 24.4%；商品房销售

面积增长 25%。



— 6—

（五）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工作专班

组 长：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黄 飚 四级调研员

侯东升 市政协副主席

副组长：李 根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廖锦宁 市人大社会建设和监察司法委员会主任

刘汉东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局，东兴邮政管理局

等。

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

奋战目标：力争一季度公路运输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 10%；

水路运输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 0.9%；道路运输业营业收入增长

6%；规上多式联运、运输代理业及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业收入增

长 7.6%；邮政业务总量增长 7%。

（六）商贸业工作专班

组 长：李 健 东兴试验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处长，东

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毛共钦 市政协副主席

副组长：王铎瑾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室副主任

颜忠宁 市政协文化文史学习联谊和华侨民族宗教委主任

杨孙鹏 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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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铭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刘 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牵头单位：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财政局、商务和口岸管理局、

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交通运输局，东兴海关，人民银行东兴市支行等。

商贸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

奋战目标：打好消费三产提质提速硬仗和开放引领扩外贸硬

仗，力争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0%；批发业商品销售

额增长 50%；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增长 18%；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80%；餐饮业营业额 15%；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11.2%。

（七）财政和金融业工作专班

组 长：李 健 东兴试验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处长，东

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副组长：王铎瑾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翟有胜 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范国纲 市政协提案和教科卫体委主任

陈源泉 市财政局局长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财政局、税务局，人民银行东

兴市支行等。

财政和金融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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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目标：力争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 5%；人民币存款余额增

长 15%；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 16%；保费收入增长 6.6%。

（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服务业工作专班

组 长：李 健 东兴试验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处处长，东

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洪 辉 市人大副主任（提名）

副组长：王铎瑾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杜文东 市人大教科文卫与民宗外侨工委主任

范国纲 市政协提案和教科卫体委主任

陈汉芸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林秀贵 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

刘荣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陈源泉 市财政局局长

吴宗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黄文铭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孙志科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李若杨 东兴镇镇长

罗 恒 江平镇镇长

陆登岳 马路镇镇长

牵头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成员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局、教育和科学技

术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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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服务业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发展和改革

局。

奋战目标：力争一季度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38.4%；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长 8.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

长 2.4%；规上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长 4.1%；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工资总额增长 10%；教育工资总额增长 8%；卫生和社会工作工

资总额增长 17.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压紧全市各级各

部门领导责任。各工作专班组长、各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

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采取座谈、走访、现场会等多种方

式，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基层单位进行生产经营和项

目现场指导，广泛听取意见，掌握真实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发展、

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全力冲刺一季度，确保完成各项任务，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二）迅速成立机构，尽快开展工作。各工作专班要按照精

简高效的原则，以工作专班办公室名义尽快组建工作机构，明确

职责、落实工作人员，制定各项奋战目标，细化工作方案，层层

落实责任，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各工作专班不专门刻公章，

以工作专班办公室所在部门的公章代替。

（三）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运行调度。各工作专班、各镇要

针对各项经济指标攻坚冲刺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加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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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主要矛盾，突出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精准举措。各工作专班每周要将工作开展情况

报市发展改革委汇总后报市委、市人民政府。

（四）加强督查检查，强化依法统计。市委市政府督查和绩

效办要对各级各部门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开展督查，确保各项工作

取得实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统计，做到应统尽统，不瞒报、

不漏报，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附件：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冲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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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冲刺表

专班 指标名称
一季度冲刺

目标增速(%)
责任单位

市政府

分管领导

经济运行总专班

地区生产总值 10 市发展和改革局

李 健

第一产业 6 市农业农村水利局、自然资源局

第二产业 15.9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第三产业 10.5

市发展和改革局、商务和口岸管理局、

交通运输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

政局等

一、农业工作专

班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
市农业农村水利局 姚 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

二、工业工作专

班

规上工业增加值 1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冼诗咏
规上工业总产值

与去年同期

持平

三、投资工作专

班
固定资产投资 10 市发展和改革局 李 健

四、建筑和房地

产业工作专班

建筑业总产值 24.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李文超

商品房销售面积 25

五、交通运输和

仓储邮政业工作

专班

公路运输客货运输周转量 10

市交通运输局
黄 飚

水路运输客货运输周转量 0.9

道路运输业营业收入 6

规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

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

业营业收人

7.6

邮政业务总量 7 东兴邮政管理局

六、商贸业工作

专班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

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

李 健

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50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18

住宿业营业额 80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餐饮业营业额 15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贸进出口总额 11.2 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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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政和金融

业工作专班

财政收入 5

市财政局（金融办）牵头，人民

银行东兴市支行配合
李 健

人民币存款余额 15

人民币贷款余额 16

保费收入 6.6

八、营利性和非

营利性服务业工

作专班

电信业务总量 38.4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李 健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工资总额
8.1 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

资总额
2.4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规上营利性服务业营

业收入
5

市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市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场监管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民政局，

东兴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配合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工资总额
4.1

市财政局、农业农村水利局、城

市管理监督局，东兴生态环境局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
10

教育工资总额 8 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

总额
17.2 市卫生健康局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

市发展和改革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抄送：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