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迈上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
	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成就
	第二节 “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发展形势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第三章 总体定位
	第四章 发展目标
	第一节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第二节 “十四五”主要目标

	第五章 重点支撑工程
	第一节 重点工程
	第二节 重点平台

	第二篇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
	第六章 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
	第一节 提升科技创新应用水平
	第二节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专栏3 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第七章 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动能
	第一节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第二节构建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第三篇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第八章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第一节 建立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专栏4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重点任务
	第二节 坚持有序梯次推进乡村振兴
	第三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第九章 提升现代农业质量
	第一节 稳定粮食生产保供能力
	第二节 做精做优四大特色产业
	第三节 提升农产品加工与流通
	第四节 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业

	第十章 打造畜牧产业集群
	第一节 优化畜牧产业结构
	第二节 提升畜牧产业化经营水平
	第三节 稳定畜牧产业供应链

	第十一章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第一节 推进乡镇区域中心建设
	第二节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第三节 推进美丽宜居生态乡村建设

	第十二章 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第一节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第二节 深入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第四篇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第十三章 重点发展绿色工业
	第一节 发展壮大工业产业体系
	第二节 推进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

	专栏7 经济开发区扩区增容重点工程
	第十四章 提升发展商贸流通业
	第一节 完善商贸流通体系

	专栏8 商贸流通业重点工程
	第二节 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

	专栏9 市场监管体系重点工程
	第十五章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第一节 发展百亿级餐饮服务业
	第二节 积极发展文旅康养业

	专栏10 服务业重点工程
	第十六章 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节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节 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专栏11 数据信息产业重点工程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建设全县统一的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农副产品

	第五篇  扩大投资补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第十七章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规模
	第一节 强化重大项目支撑
	第二节 激发投融资活力
	专栏12  “十四五”储备重点项目

	第十八章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节 构建区域综合性交通运输网络

	专栏13 县域重点交通线路示意图
	第二节 构建现代水利体系

	专栏15 水资源及水利重点工程
	第三节 健全清洁能源体系

	专栏16 清洁能源重点工程
	第四节 推进城乡一体化共建共享

	第十九章 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第一节 推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专栏17 信息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第二节 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


	第六篇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二十章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第一节 优化主体功能区划

	专栏18 张家川县国土空间开发功能区划
	第二节 强化“多规合一”实践

	第二十一章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专栏19  “一城、一轴、三心”城镇空间布局
	第二节 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专栏20 生态县城空间布局
	第三节 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生态主城区：实施商业步行街民族特色改造、特色街区及配套设施、北山城市森林公园、南山运动主题公园、旅
	▲西城区产城融合：实施易德广场、易德·未来生态城、西城中学、综合体育馆、中医医院迁建、经济开发区基础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智慧城市、新型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城区路灯智能化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县城
	▲县城环道：建设县城东北环二级公路，沿上磨-东关-前山-赵川连接庄天二级路和张恭二级路，形成绕县城环
	▲特色小镇：争取建设龙山商旅小镇、马鹿旅游小镇、恭门工业小镇、张棉驿站小镇、平安草原小镇、大阳药材之
	第四节 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第二十二章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第一节 现代农牧业产业布局

	专栏23 “两园八基地”的空间布局
	第二节 经济开发区产业布局
	第三节 文化旅游空间布局

	第二十三章 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第一节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第二节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十四章 全面促进消费升级
	第一节 提升传统消费
	第二节 培育新型消费
	第三节 优化消费环境

	第二十五章 构建经济开放新格局
	第一节 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二节 提升全方位开放水平


	第八篇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第二十六章 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第一节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节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节 弘扬诚信道德文化

	第二十七章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第一节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第二节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建设
	第三节 加大文艺精品创作力度

	第二十八章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第一节 培育壮大文化产业
	第二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专栏26 文化事业发展重点工程
	第二十九章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第一节 强化生态管控边界
	第三节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章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第一节 推进区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专栏27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第一节 加强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
	第二节 加强黄河流域渭河上游环境治理

	第十篇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第三十二章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第一节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第二节 健全收入分配机制

	第三十三章 加强就业和创新创业
	第一节 扩大就业规模
	第三节 加大就业创业扶持力度

	第三十四章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第一节 优化教育结构
	第三节 强化教育保障

	第三十五章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第一节 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第二节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第三节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第四节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坚持体育惠民、普惠均衡，不断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健身场地，推进全民
	第三十六章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第一节 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节 提高社会福利服务水平

	第三十七章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一节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二节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专栏30 社会事业重点工程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专栏31 应急能力提升重点工程
	第四十章 深入推进法治张家川建设
	第一节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第二节 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第十二篇  凝聚发展合力，为共同实现远景目标而奋斗
	第四十一章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认真履行党委（党组）职能职责，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第四十二章 切实强化法治保障
	第四十三章 广泛凝聚发展合力
	第四十四章 健全规划落实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