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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解读

泰安昨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今年GDP增长目标12%左右

发改暨物价工作会议指出

强化价格监控，确保物价稳定
本报泰安 1 月 11 日讯 为贯

彻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11 日
下午，泰安市召开全市发展改革暨
物价工作会议，总结 2010 年工作，
安排部署 2011 年发展改革和物价
工作。

泰安市发改委主任闫恂秋说，
201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泰安市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良
好，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
步优化、就业持续增加、价格基本
稳定的良好态势。京沪高铁泰安段
完成轨道铺设，东(都)平(邑)铁路
通车运营，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经

积极争取，线路走向、车站设置最
大限度地满足了泰安市的要求，济
南至泰安城际轨道交通线路规划
进入《济南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规
划》并上报国家发改委。

闫恂秋表示，2011 年，泰安市
将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努力保持
投资较快增长，抓好三次产业协调
发展，抓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
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抓好保
障和促进民生工作，抓好“十二五”
规划纲要的编著和实施。

泰安市物价局局长亓利群表
示，2010 年，泰安市完善价格监测

体系，价格调节基金征收工作有了
新的进展，全市征收基金 1 . 8 亿
元。按照市委、市政府稳定物价保
障群众生活的指示精神，启用 467
万元基金向 5836 个低保户、特困
户每户发放了 800 元的价格补贴。
2011 年，泰安市将继续强化价格调
控，确保市场价格稳定，完善价格
监测体系，强化价格调控，确保市
场价格稳定，抓好民生价费监管，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好市场价
格秩序，深化价格公共服务，打造
阳光物价。发挥职能作用，促进经
济结构调整。

会议相关内容解读

【投资】
1290 亿元投向八大领域

2011 年，泰安市将安排规模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 1500 亿元左右，确
定八个方面的投资重点，其中社会
民生投资 100 亿元、高新技术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 150 亿元、现代服务
业投资 160 亿元、技术改造投资 400
亿元、农林水利投资 100 亿元、交通
投资 80 亿元、能源投资 40 亿元、房
地产开发投资 260 亿元。以上投资达
12 9 0 亿元，约占规模以上投资的
85% 左右。

【基建】
济泰轨道交通启动前期工作

2011 年，泰安市将协调推动京沪
高铁泰安站站房工程建设，加快山西
中南部铁路通道建设。积极与济南搞
好衔接联动，争取济南至泰安城际轨
道项目尽快启动前期工作。配合做好
磁东、东莱及辛泰线电气化改造开工
建设前的准备工作，会同济南、聊城
积极推进聊泰铁路的立项核准。抓好
国电泰安热电联产、国电新泰电厂、
国电石横电厂四期、汶南劣质煤综合
利用坑口电厂等电源项目建设及前
期工作推进。积极推进中石油范镇天
然气调峰储备项目、平顶山至泰安天
然气管线项目等。做好新一轮农村电
网升级改造工程。

【能源】
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

加快发展安全、稳定、经济、清洁
能源，是推进节能减排的关键和根本
之策。泰安市将积极支持建设一批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加快推进泰安抽水蓄能电
站二期工程、大唐东平风电、华能道
朗风电、国电新泰风电、华能肥城风
电等项目，搞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
规划布局，组织实施一批地面光伏电
站、屋顶光伏电站和建筑一体化光伏
电站示范工程。

【物价】
抓好民生价格监管

继续加强涉农价格与收费监管，
切实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关注低收
入群众生活，按物价上涨与群众生活
保障标准联动机制规定，达到启动条
件时，及时启动机制，及时发放价格
补贴或提高低保标准。规范学前教
育、殡葬服务、物业管理服务、考试培
训等收费行为；降低中小学教辅材料
价格；完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降低
偏高的药品价格和医疗收费标准，扩
大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范围。

【医疗】
完成6 处县级医疗机构建设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在全市实行，政府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零销售基
本药物，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建立。继
续围绕“保基本、保基层、建机制”的
要求，全面推开基层医疗卫生综合
改革。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全面完成规划内 6 处县级医疗机构
业务用房建设任务，农村中心卫生
院全部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价格】
推进价格改革进程

2011 年将按照国家、省部署，稳
步推进竞价上网和大用户直接交易
试点；完善煤电联动机制，鼓励可再
生能源发电，择机推进居民阶梯式电
价改革；严格执行差别电价、超耗能
惩罚电价和脱硫电价扣减政策。

推进油气运价格改革。落实国家
成品油形成机制改革、汽车运价和铁
路自备线维护费政策，缓解油价调整
对群众生活和下游行业的影响。

推进水价改革。逐步建立城市
居民生活阶梯式水价、非居民生活
用水超定额加价制度，完善农业用
水价格政策。

推进环保收费改革。完善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降低收费成本；会同
有关部门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试点工作。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虎
见习记者 王鹏

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政府补助提高到 200 元

本报泰安 1 月 11 日讯
11 日上午，泰安市召开全

市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2011 年经济工作。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鲁
豫，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洪峰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据
了解，2010 年全市实现生产
总值预计近 2000 亿元，增长
13 . 5% 左右；2011 年泰安市
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12%
左右。

11 日上午，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鲁豫在
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杨鲁豫说，刚刚过去的一
年，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平
稳较快发展，顺利完成了“十
一五”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
全市实现生产总值预计近
2000 亿元，增长 13 . 5% 左右；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完成 1260 亿元左右，增长
22 . 5%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完成 680 亿元以上，增
长 18 . 8% 左右，实现地方财
政收入 116 . 9 亿元，同比增
长 27 . 9%；农民人均纯收入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预计分别增长 12% 以上和
12% 左右。

杨鲁豫指出，2011 年泰
安市经济工作总的要求是：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

中央、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
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一
二三四五”的工作思路，进一
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求真
务实，争先进位，在推动转方
式调结构、深化改革创新、加
强节能环保、统筹城乡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
新进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加快
推进强市名城建设，确保“十
二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
异成绩迎接建党 90 周年。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洪
峰在讲话中分析了泰安市的
经济运行情况，对 2011 年的
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李洪
峰说，2011 年是“十二五”开
局之年，也是转方式调结构、
建设强市名城向纵深推进的
一年。把 2011 年经济增长预
期目标定在 12% 左右，主要
是基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的需要，多年的实践证
明，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
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
消费就难以做到。泰安市预
期目标安排增长 12%，可以
为转方式调结构预留一定
的余地，也顺应泰安市发展
规律的需要。

经济工作会议关键词

2011 年，泰安市将不断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力
度，年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将达
到 98% 以上，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费收缴
率达到 95% 以上。

继续做好泰山区、新泰市国家级和省级新农保试点
工作，积极开展城镇非就业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逐
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新农合、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统一提高到 200 元，城
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幅度不低于 15 元，农村低
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1400 元以上，加快市县(市区)社
会福利中心建设，提高散居孤儿的养育标准。

完成保障性住房 8895 套

2011 年，泰安市将强化政府责任，多渠道增加保障
性住房投入，加大公租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
2011 年内完成保障性住房 8895 套、棚户区改造 9670
户，力争完成农村住房建设 5 万户、危房改造 1.6 万户。

加固重建校舍 40 万平方米

全面实施泰安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行动计
划，加大投入，重视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完善高中和职业教育，支持驻泰高校的改革与
发展。大力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年内完成
加固、重建校舍面积 40 万平方米。

完成农村改厕 1.9 万座

完善城乡疾病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应急救治
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满意的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成农村改厕 1.9 万座。

创业带动就业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就业优先发展
战略，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
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退役军人的就业工
作。大力实施全民创业战略，在创业带动就业上实现新
突破。有针对性开展“4050”人员、“双零”家庭等困难人
员就业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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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参会人员正在记录会议重点。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