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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人均一部移动电话，每3户拥有一辆小汽车，人均住房面
积41平方米，户均存款10万元……从这一组数据中，不难看
出，今天的寿光，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城乡环境更加宜居，站在
新的起点上，寿光又将如何在均衡发展上求得新跨越呢？

12日，潍坊市委常委、寿光市委书记孙明亮接受本报专访
时表示，2012年，寿光将狠抓“五个重点”，突出做到“六个争
先，”努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乡一体均衡发展新跨越，让每
一个寿光人的幸福感，一年更比一年强。

潍城区委书记张韶华：

建设现代化
经济文化强区
本报记者 于潇潇

明确“工作提升年”

“自己与自己比，我们
每年都在进步，但跳出潍城
看潍城，形势不容乐观；建
设富强文明和谐现代化新
潍城是全区广大群众的强
烈愿望，是各级干部的重大
责任，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张韶
华称，特别是换届以后，全
市各县市区新班子都展现
出新气象，工作抓得紧、抓
得牢，比学赶超气氛十分浓
厚。对此，潍城必须以等不
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加快
工作提升，努力实现进位争
先、赶超跨越。

开展工作提升年，就
是以强素质、转作风、树形
象、提效能、保稳定、促和
谐、谋发展为主题，以思想
提升为先导、以发展提升为
根本、以能力提升为基础、
以作风提升为保障，努力实
现各项工作整体提升、创
先争优，奋力推动经济社
会赶超跨越。

服务业跨越发展

潍城是中心城区，发展
服务型经济有基础有优势，
要坚持把发展现代服务业
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2011

年10月，潍城区被确定为全
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
张韶华表示“要以全省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抢
抓机遇、加大投入，推进服
务业繁荣发展。”

楼宇总部经济，是服务
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而提及楼宇总部经济，白浪
河商圈不可不提，张韶华说

今年要加快白浪河西岸等
核心区域高端开发，促进商
贸服务业向品牌购物、休闲
购物转变，巩固全市商业中
心地位。

张韶华表示，要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以最优惠的政
策和服务吸引更多的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来潍城
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
保公司等新型金融业态及
金融中介机构，进一步完
善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产
业做大做强。以鲁东物流
中心为载体，加快物流信
息平台的资源整合，加大
第三方物流、多式联运等
现 代 物 流 业 态 的 引 进 聚
集，建成在国内有一定影
响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在加快餐饮娱乐业和
房地产业优化发展升级的
同时，潍城区今年将以奥体
公园、风筝放飞基地为依
托，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打
造城市休闲体育品牌；借助
鲁台会品牌优势，发挥鲁台
经贸中心带动作用，打造全
国知名的经贸会展活动基
地；依托茶文化街区，组织
开展茶文化交流、展销节会
活动，叫响江北茶都品牌。

制造业转型发展

“高端、高质、高效、低
碳是当今制造业发展的大
趋势。”张韶华说，潍城区要
以此为目标扶持培育一批
骨干企业，拉长做大机械装
备、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新
型建材四大产业链条，着力
增强工业整体竞争力和支
撑力。

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

政策的支持、人才的引进，
还需要营造大力发展先进
制造业的浓厚氛围。张韶华
称，将不断完善政策信息、
融资担保等服务平台，优化
工业企业发展环境。大力实
施以企业家为重点的人才
成长工程，创新完善激励机
制，让贡献大的企业家有
地位、有荣誉、有待遇，
激发创业激情，增强创新
发展能力。

“经济的发展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张韶
华说，潍城区要加快节能
环保科技产业园建设，引
进一批技术含量高、成长
性 好 、 发 展 潜 力 大 的 企
业，加快先进制造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集群发展。围
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
药、新信息等重点领域，
强化核心技术研发、创新
团队建设，打造特色产业
链条，推动新兴业态发展
成为支柱性产业。

现代农业特色发展

“发展高新工业的同
时，现代农业特色发展也不
能松懈。”潍城区将依托“两
山一湖”、白浪河上游湿地
等生态景观，积极培育军埠
口生态体验区、乐埠山生态
林区、于河苗木生态区等5

大都市农业生态区，搞好潍
县萝卜生态文化园等一批
特色项目规划建设，充实面
向多层次消费群体的休闲
体验、旅游观光项目，加快
城郊农业向都市农业和现
代农业转变。

努力提升城市价值

“城市建设管理影响
着 一 座 城 市 的 市 容 、 市
貌。”潍城区将坚持高点
定位，瞄准高端、转型发
展。按照“一河、两城、
五组团”和两条高端隆起
带 的 布 局 ， 推 进 全 域 开
发、组团突破，加快城市
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
乡一体化进程，着力提升
城市价值和品质。

“一座现代化城市要
有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内在
魅力。”今年，潍城区将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大力实施“文化兴区”战
略，充分挖掘潍坊历史文
化资源，推进文化创意产
业园建设，加快十笏园历
史文化片区、城隍庙“金
银仓”老街、松园子古民
居、艺术品交易中心等重
点文化项目建设，做好郑
板 桥 等 历 史 文 化 名 人 文
章，推动文化产业与先进
制造业、现代农业、城市
建设的融合发展，形成文
化引领经济、经济支持文
化、文化经济互动的发展
格局，着力打造潍坊文化
中心区。

2011年，潍城区保持了经济健康发展、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和
谐稳定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2012年作为“十二
五”承上启下的一年，站在新起点，潍城区又会如何赶超跨越？

11日，潍城区委书记张韶华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全区把今
年确定为工作提升年，以此作为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
总抓手。坚持高点定位、特色发展、科学投入、奋力赶超，大力实
施商贸立区、文化兴区、工业强区、城乡一体发展战略，向现代化
经济文化强区阔步前进。

菜乡人的幸福生活

现在走进寿光，四通八
达的宽阔道路，沿街成片的
高楼大厦、购物中心；大棚
里，辛勤劳作的菜农；广场
上，翩翩起舞的人群……一
事一物，无不让人感受到菜
乡人幸福温馨的生活气息。

近年来，寿光着眼于
提 高 人 民 幸 福 感 和 满 意
度，从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入手，奋力争先，全力
打造“幸福菜乡”。

去年以来，在“深化城
乡一体均衡寿光建设、争当
全省科学发展排头兵”这一
目标引导下，寿光经济社会
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并
先后荣获“中国改革10强县
市”、“省级文明城市”等省
部级以上荣誉100多项，成
为江北地区唯一荣获“中国
人居环境奖”的县级市。

孙明亮说，回顾刚刚过
去的一年，寿光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成绩喜人，也感
触颇深。一年来，在“蓝黄”
开发重大机遇面前，寿光人
以每周不低于3亿元的投入
力度，全面打响“三大攻坚
战”，使寿北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另外始终把民生
幸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加大投入，改善民
生，市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
占全市新增财力的89%。每
一名寿光人也都在均衡发
展的显著成就中感受到“日
子越来越好了”。

重点项目遍地开花

2012年作为“城乡一体
均衡寿光”建设全面提升的
一年。孙明亮表示，寿光发
展已经跃上了新平台，面对
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机遇
难得，挑战亦非常严峻。

“作为‘转型升级年’，
今年将全力抓好寿北新型
工业、东城新区建设、西部
市场物流、双王城生态经济
和社会管理创新‘五大重
点’，突出做到工业转型、农

业高端、三产繁荣、城乡融

合、生态文明、民生幸福‘六

个争先’，奋力开创经济社

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

先发展、均衡发展新局面。”

孙明亮说，“五大重点”

是构筑率先发展的强力支

撑，也将成为全年工作的主

攻方向，更是事关寿光长远

发展的战略支点，因而必须

创新举措，积极作为，确保

尽快大见成效。

继续把寿北作为全市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主战

场，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先

进制造业园区为突破，高效

率推进、高层次开发，力争

用3-5年时间，让寿北地区

创造全市一半以上的产值，

真正以寿北的强势崛起，带

动全市经济社会的跨越发
展。在东城新区建设上，要
以大城市的定位抓规划、以
大城市的标准抓开发、以大
城市的要求抓配套，打造一
个魅力彰显、现代大气和生
态宜居的新区。西部市场物
流的发展，要坚定不移突破

“一城三园三带”，加快西部
城区大发展、大变化、大繁
荣。规划建设双王城生态经
济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配
套，用高标准道路扎起生态
区发展框架，争取“一年奠
定基础、三年初具规模、五
年新区崛起”，全面提升“蓝
黄”开发层次。切实抓好社
会管理创新，全力打造全省
乃至全国最安全、最稳定、
最和谐、最幸福的地区。

三业并举重民生

孙明亮介绍，实现均衡
寿光的发展，要坚持“三业
并举”。坚持“工业强市”不
动摇，瞄准高端高新高质方
向，抓投入、上项目、促转
调，全面提升工业经济的整
体质量。

另外，寿光作为“中国
蔬菜之乡”，更要在农业创
新发展上做文章。着眼寿光
农业的战略性提升，加快推
进向绿色、种苗、园区、品
牌、创意农业转型，全力推
动农业高端跨越。把农产品
质量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确
保寿光蔬菜成为全国最安
全、最放心的蔬菜。以打造

“全国蔬菜种业硅谷”为目
标，抓好“国家蔬菜种业创
新创业基地”建设。实现园
区农业转型，争取年内每个
镇街区组建1-2处500亩以
上的农业园区，全市新增绿

色优质蔬菜基地 5万亩以
上。同时，坚持“三业并举”，
还要在三产持续繁荣上争
先，力争年内服务业增加值
占比提高1-2个百分点。

“均衡发展，关键是让
居民切实感到满意、幸福，
因而要突出抓好‘十大惠民
工程’”，孙明亮表示，今年
要确保市财政直接用于民
生事业的投入达到15亿元
以上，在教育、医疗便民、群
众健身等十个方面花大力
气，办群众满意实事，进一
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建生态文明新寿光

“文化、生态作为实现
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孙
明亮表示，今年也将在生态
文明建设上奋进争先，全力
创建“文化寿光”、“生态寿
光”。

未来，寿光将大力实施
“文化强市”战略，突出抓好
文化底蕴挖掘、文化项目建
设、文化事业振兴及群众文
化繁荣“四大文化工程”，争
取用3-5年的时间，把寿光
打造成既有经济硬实力、又
有文化软实力的“经济文化
强市”。

另外，还将全面加大
环境整治力度，切实解决
好群众关注的环保问题，
对重点片区继续进行专项
治理，开展PM2 . 5监测，
确保大气质量实现显著提
升；对重点河流进行修复
治理；确保年内完成成片
造林3 . 6万亩，植树1800万
株以上，创建成为“国家
生态市”，真正让老百姓
感受到“生态寿光”创建
成果。

潍坊市委常委、寿光市委书记孙明亮：

让寿光百姓
更幸福更自豪
本报记者 董惠

潍城区委书记张韶华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潍坊市委常委、寿光市委书记孙明亮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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