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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联动，再造蓝色大青岛
民生为本，建设宜居幸福城

10日，在青岛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李群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青岛市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率先科学发展 实现现蓝色跨越 加快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报告。
报告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全省蓝色经济龙头城市地位更加凸显，经济实力在转型发展中跃上新台阶；城乡一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功能在调整优化中实现新跨越；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迈出坚

实步伐，文化青岛建设在改革发展中开创新局面；民生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建设在加强与创新中取得新突破；率先科学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改革开放在攻坚克难中释放新活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
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在全面加强中实现新提升。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五年的努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蓝色色经济领军城市基本形成，初步建成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让人民群众过上物质更富足、
精神更充实、环境更优美、社会更和谐的幸福美好生活！

建设蓝色硅谷
彰显蓝色经济核心优

势，加快建设我国海洋经
济科学发展先行区、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核心区、海
洋自主研发和高端产业集
聚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示范区。培育壮大海洋产
业，加快形成链条完善、技
术先进、特色鲜明、国内领

先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加快西海岸经济新区开发
建设，以董家口港区、保税
港区为依托，整合西海岸
港口、园区、产业和政策等
优势，吸引高端生产要素，
构筑创新开放的现代化国
际新城区。高水平规划建
设蓝色硅谷，整合海洋科

技资源，充分发挥驻青国
家和国际海洋科研机构作
用，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全
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科
技研发中心、成果孵化中
心、人才集聚中心和海洋
新兴产业培育中心，在大
青岛东部尽快形成滨海科
技新城。

GDP五年增长85%

青岛火车北站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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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八大中心

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坚
持工业与服务业、传统产业
与新兴产业、实体经济与虚
拟经济并重，引导产业高端
发展和集群发展，大力培育
品牌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
业，努力构筑以先进制造业
为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引领、服务经济为主导、现
代农业为基础的新型产业
体系。坚持优势产业高端

化，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坚持
传统产业创新化，提升产品
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量；坚
持新兴产业规模化，重点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
成一批新的支柱产业和先
导产业。

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
时，把推进服务业大发展
作为产业转型的战略重
点，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
海空航运中心、旅游度假
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
心、总部商务中心、科技服
务中心、信息中心和中国
北方数据中心，努力打造
东北亚重要的区域性服务
业中心城市。

强化创新和人才支撑
坚持把人才强市作为

核心战略，深入开展国家创
新型城市试点，加快推进科
教兴市，着力营造育才、聚
才、用才的良好环境，打造
人才荟萃的高地和创新创
业者的乐园。组建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加强科技成
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构
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服务体
系。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培育更多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创新型
企业，加快形成企业主导、
市场运作、产学研资合作
的创新模式。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坚持市场导向、以
用为本，组织落实各类重
大人才工程，加快科技创
新和人才聚集的平台载体
建设，重点引进和培养高
层次人才、国际化人才和实

用型人才，努力造就一批国
际水准的创新型科技领军
人才、技能大师和创新团
队。大力发展与建设大青岛
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和高等
教育，改善人力资源结构。
完善各类人才政策，创新人
才培养开发、发现引进、评
价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形
成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人
尽其才的用人环境。

要瞄准建设宜居幸福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
标，对照世界知名湾区城市标准，继续拓展、深化
和提升“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全域统筹、三
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团发展，拉开城市
空间发展大框架，加快建设组团式、生态化的海湾
型大都市，让青岛真正具有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
大城市品质。

全域统筹
就是强化大青岛理念，

先期实现七区统筹，同时加
快推进城乡统筹、陆海统
筹，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继
续推动城市组团式科学发
展。统筹全域发展规划、基
础设施、产业布局、社会事

业、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
加快大青岛北部区域崛起，
缩小城乡差距、南北差距。
统筹陆海资源要素配置、优
势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环境整治，实现陆
海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三城联动
就是以胶州湾为核心，

东岸老城区重在做优做美，
延续青岛百年历史文脉，彰
显山海城特色，着力加快城
区改造提质和内涵式发展；
西岸城区重在做大做强，着
力加快城区扩容，打造海洋
经济特色鲜明的新区；北岸
城区重在做高做新，有效整

合周边区域，合理确定城区
规模、开发强度和开发时序，
高水平打造科技型、生态型、
人文型新城区，有效疏解老
城区发展瓶颈。通过东岸、西
岸、北岸三大主城区建设，形
成功能互补、相互依托、各具
特色的都市区，使之成为大
青岛的核心区域。

轴带展开
就是以主城区为核心，

以骨干复合交通廊道为依
托，沿“一轴三带”向纵深拓
展，带动次城区、重点城镇

等组团发展，同时向周边辐
射。“一轴”，即以青岛的母
亲河——— 大沽河为生态中
轴，将大沽河流域建设成

生态间隔
就是以山体、海湾、河

流、湿地、滩涂、林带和各
类自然保护区为生态屏
障，加快构建支撑青岛永
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
突出“蓝色海洋、绿色城
市”主题，加快生态系统建
设，提高城乡生态文明水

平。加快生态园林城市建
设，全力办好2014年世界
园艺博览会。深入推进节
能减排，促进低碳发展，坚
持不懈地开展环境综合整
治，逐步修复胶州湾生态
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青
山绿水、碧海蓝天。

组团发展
就是立足青岛全域，

依托“一轴三带”，形成若
干与中心城区优势互补、
规模适度的城市组团。着
力推动五市建成区向中
等城市迈进，稳步推进鳌
山湾新城组团向海洋科
技滨海新城迈进，加快建
设董家口港城组团，高标
准打造空港新城组团，开
发世园生态都市新区等
组团。加快建设平度新河
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和莱
西姜山新城，同时推动一
批重点中心镇向小城市
迈进，形成布局合理、深

度融入半岛城市群的城
镇体系。配套搞好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城
际交通网络，加强能源和
水源建设，建设大青岛市
政公用体系、公共交通体
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
各组团持续协调发展。特
别要协调推进县域工业
化 、城 镇 化 和 农 业 现 代
化，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加快壮大经济规模，
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发展
水平，提高对全市经济发
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

环湾三大主城区示意图。

为贯穿南北的防洪绿色
安全屏障、自然生态景观
长廊、现代农业集聚带，
打造滨河特色小城镇与
新农村建设示范区。“三
带”，即滨海蓝色经济发
展带、烟威青综合发展带
和济潍青综合发展带。向
南 对 接 鲁 南 ，联 结 长 三

角；向北对接胶东半岛，
融入环渤海；向西对接鲁
中鲁西，服务沿黄流域。
通过轴带展开，带动全域
梯次推进、均衡发展。与
此同时，依托口岸和航运
优势，打造海上经济带，
走向深蓝，对接日韩，服
务东北亚，联通全世界。

市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圆满完成了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经济实力显
著增强，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明显改善。

GDP五年增长85%，

人均超过1 . 1万美元

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615 . 6亿
元，五年增长85%，人均超过1 . 1万美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66亿元，
五年增长150 . 7%。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
步伐，高新技术产业稳步增长，服务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了6个
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新进
展，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节能减排任务
全面完成。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进，对
外开放实现新突破。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5年增万余元

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3239元，2011年达
到2856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5824元，达到12370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
加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城
乡免费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就业
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
房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大桥隧道通车，

成功举办奥帆赛

海湾大桥、海底隧道、环湾大道等重
大基础设施建成使用，城市地铁、铁路客
运北站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城市公共
交通快速发展。高新区胶州湾北部园区、
董家口港区等重点区域建设取得明显进
展。生态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市容环境整
治取得阶段性成果。夺取了抗击浒苔的
决定性胜利，成功举办了一届“有特色、
高水平”的奥帆赛和残奥帆赛，城市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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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15分钟文化圈”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

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青
岛文化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必
须着眼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
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
作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在更广视野、更高起
点、更深层次上大力推进文化
改革发展，努力把青岛建设成
为文化品位高雅、文化底蕴丰
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
达的现代海洋文化名城。

大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弘扬“微尘”、“红飘带”精神，
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正
气、讲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
尚。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形成
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

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构建连接国内外、贯通城乡的
文化产品流通网络。深化文化
综合执法改革，建设文化环保

城市。依照“积极利用、科学发
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
针，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
和管理，营造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网络文化氛围。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构建更加完善的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
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加快建设图书馆、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博物馆
等公共文化设施，构建覆盖全
市、布局合理、服务便捷的“15

分钟文化圈”，率先建成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突
出青岛蓝色文化特色，打造全
国海洋文化新高地。做强“帆
船之都”、“音乐之岛”、“影视
之城”等城市文化品牌，完善
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升城市
文化品质。

加快实施富民工程。努
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
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
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促进
共同富裕。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完善城乡统一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保证重
点群体就业。加大收入分配
调节力度，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确保城乡居民工资
性收入稳步增长，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加大各级财政对基
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快构
建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
教育强市战略，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基础
教育和学前教育，推进各级
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率先实

现教育现代化。继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覆盖
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
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大力
发展体育事业，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建设健康城市。完善
社会保险制度，大力发展社
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健全覆盖城乡
的社会保障体系。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
善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依法惩处各类犯
罪活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大力
推进阳光政法，加强执法监
督，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法律
服务，促进公平正义。加强食
品药品和生产安全监管，防
范金融风险，重视防灾减灾，
健全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应
急处置体系，提高公共安全
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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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岸城区做优做美

西岸城区做大做强

北岸城区做高做新

过去五年回顾

蓝色硅谷规划示意图。

胶州湾大桥
航拍（山东高速
集团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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