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市旅服委主任刘中波：

发展服务业 缓解旅游瓶颈
本报枣庄2月12日讯 (记者

李泳君) 10日，在分组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的时候，来自台儿庄代
表团的倪勇表示，2012年政府工
作任务中提到，台儿庄将大力实
施城市工业转型，这给台儿庄的
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
机，这将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枣庄华亿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倪勇告诉记者，2012年的政府工
作计划给了他很大的鼓舞。“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枣庄将集中
优势力量，强化政策扶持，大力
实施工业转型振兴计划，对于台
儿庄的企业来说，这必将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遇。”他说，华亿矿业
集团主要是以煤炭为主要产业，
下一步将逐步实行企业转型，有
煤 炭 为 龙 头 ，转 向 其 他 新型 企
业。

“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筹划建
设台儿庄港口物流园区，建成之
后将成为一个集商贸服务、环物
流仓储区、工业品加工、旅游观
光于一体，承载能力不低于1000

万吨的大型港口物流园区，这必
将助推企业转型。”他表示，港口
作为国际运输体系的重要节点和
运输链中的枢纽，具有得天独厚
的发展现代物流的有力条件，依
托港口建设物流园区不仅有利于
港 口 发 展 ，而 且 能 改 善 投资 环
境，带动区域相关行业的发展。

“ 今 年 政 府 将 加 大 民 生 投
入，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好的机遇。”倪勇说，古城也作为
一个很大的亮点，企业在转型的
时候必将受益于此，台儿庄企业
借助古城的优势，大力发展招商
引资，推动和提升相关产业，必
将给给台儿庄企业来了跨越式
发展。

人大代表倪勇：

台儿庄企业

搭上发展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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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要牢牢抓住文化旅

游这个龙头，提升服务业发展水

平。今后继续强力推进古城重建、

重点发展四大特色服务业。”枣庄

市旅服委主任刘中波对今后的工

作充满了信心。

枣庄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张术平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致力于建设“文
化名城”，到2016年，文化产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
5%以上，成为新的支柱产
业。

对此，刘中波认为有台
儿庄古城这座世界级的文
化名城为依托，他对完成此
项目标有信心。刘中波认
为，台儿庄古城，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凝聚了市委、市
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心血和

智慧，它的建设不仅仅只是
一个旅游景区，也不仅仅是
一座古城，它肩负着一座具
有悠久文明历史的老资源
城市涅盘重生的重大使命。

以台儿庄古城为依托，
建设15平方公里的国家级
文化产业创意示范园，发展
影视动漫、健康休闲、古建
设计等产业，设立国家版权
交易中心，打造文化创意之
城。建设运河文化学院，办
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会。发挥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的作用，开创与台湾经贸
文化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刘中波告诉记者，除
了台儿庄古城，未来五年
还要重点发展四大特色服
务业，包括重点培育文化
旅游、现代物流、专业市场
群和生产性服务业。对于
市委市政务提出的要求和
工作部署，下一步要抓好
景区建设，完善“吃住行游
购娱”功能，全面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巩固扩大“二日
游”客源市场。

未来五年，要取得跨越式发展

刘中波说，在今年的工
作中，首先要全力开展旅游
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以深
化完善旅游发展十大体系
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吃
住行游购娱”服务功能，重
点抓好星级酒店、快捷酒
店、农家乐、小木屋等配套
设施建设，缓解“二日游”吃
住“瓶颈”。

其次，要推进旅游服务
业重点项目建设。把100个大
项目作为旅游和服务业发
展的关键，以大项目建设为
支点，大力发展信息咨询、
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研发
设计等新兴服务业，促进现

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
合发展，打造服务业发展的
新亮点。

第三是要加快建设八大
旅游综合体。坚持以游客个
性化、多样化需求为导向，整
合现有资源，明确功能定位
不断完善集综合体观光、休
闲、餐饮、娱乐、购物、会议等
于一体的配套服务功能，推
动综合体建设实现新突破。
启动仙坛山四季滑雪基地规
划建设，推进微山湖湿地公
园与大企业联合发展，加快
推动台儿庄古城景区企业化
上市步伐。

第四个方面是继续抓好

“二日游”工作。坚持“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
会参与”原则，围绕提升“天
下第一庄”品牌影响力，进一
步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增加
宣传促销经费投入，强化高
效动作，巩固有效动作，摒弃
低效动作，构建高效促销体
系。以创新营销模式、优化市
场监管机制为重点，大力拓
展客源市场半径。在全面抓
好台儿庄古城等龙头景区营
销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进一
步发挥景区、旅行社等市场
主体作用，实现由政府推动
向市场运作过渡。

本报记者 白雪岩

2012年，缓解“二日游”吃住瓶颈

据张杰介绍，从各区
(市)和有关部门提供的项目
中，经过筛选、对接，确定100

个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
范性的项目，作为2012年市
定重点建设项目。其中市直
6个，滕州市24个，薛城区14

个，山亭区11个，市中区14

个，峄城区11个，台儿庄区12

个，枣庄高新区8个。

记者了解到，这100个项
目总投资1021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289亿元。其中，结转上年
的续建项目55个，新开工项目
45个。

按照行业划分，工业项
目56个，总投资466 . 3亿元，占
45 . 7%；服务业项目30个，总
投资300 . 4亿元，占29 . 4%；基
础设施项目7个，总投资129 . 6

亿元，占12 . 7%；社会民生项
目7个，总投资124 . 7亿元，占
12 . 2%。按照规模划分，1-5亿
元项目44个，总投资97 .3亿元，
占9 .5%；5-10亿元项目26个，总
投资200 .5亿元，占19 .6%；10-30

亿元项目22个，总投资347 .8亿
元，占34 . 1%；30亿元以上项目
8个，总投资375 . 4亿元，占
36 . 8%。

重点建设项目100个

本报枣庄2月12日讯 (记者
白雪岩 ) “今年市委、市政府如
此重视学前教育，我深信学前教
育的明天一定更好，我们没有理
由不干好工作！”2月 1 0日，教育
界代表王玉玲在参加滕州代表
团对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的分组
会议时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 3 8岁的王玉玲是滕州
市姜屯镇中心幼儿园的一名教
师，王玉玲说，报告中在回顾四
年工作时提到了城乡教师工资
实现统一标准发放，小学、初中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分别提高到
6 0 0元、8 0 0元，城乡小学校舍改
造累计完成87 . 2万平方米，确实
近几年教师待遇得到了明显提
高，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城乡教育得以均衡发展。同时，
在今后五年及 2 0 1 2年的工作目
标中，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建
1 9 5所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
校全部达到省定标准；2 0 1 2年，
新建公办幼儿园50所，学前三年
教育普及率提高到7 6%，这些足
以说明了市委、市政府对学前教
育的重视。

“作为一名普通人民教师，
作为一名学前教育的代表，在干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为履行代
表职责打下坚实基础，为学前教
育 的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一 份 力
量。”王玉玲说。

人大代表王玉玲：

重视学前教育

多建些幼儿园

11日，记者采访了枣庄市建

委主任张杰，他表示，2012年，枣

庄市建委将会按照《政府工作报

告》中所阐述的全力进行建设，

为建设“幸福新枣庄”贡献最大

的力量。

高端访谈

重点推进前期工作项目10个

枣庄市建委主任张杰：

今年将建5867套保障房

张杰表示，按照《政府工
作报告》，全市2012年重点推
进前期工作项目10个，总投
资388亿元。其中，工业项目6

个，总投资222亿元，占57 . 2%；
服务业项目2个，总投资130

亿元，占33 . 5%；基础设施项
目 2个，总投资 3 6亿元，占

9 . 3%。
记者了解到，这10个项

目分别是枣庄市的旅游支线
机场建设项目；市中区的市
南城市转型产业示范园建设
项目，三角花园核心商务区
改造项目，十电2x600MW级
超临界机组扩建项目和北新

建材外墙板加工项目；滕州
市的盈泰冷链物流中心和中
国现代玻璃产业基地玻璃物
流中心建设项目；薛城区的
污泥焚烧热电多联产项目和
远通纸业1号/7号机组扩建
项目；滕州市和山亭区的庄
里水库工程项目。

将建保障性住房5867套
张杰告诉记者，目前保

障性住房建设已纳入政府
计划中，2012年枣庄市将要
建设保障性住房5867套，新
增廉租房租住房补贴 1 7 0

户。此外，按照《政府工作报
告》要求，枣庄市还将启动

市社会福利中心建设，新建
6处残疾人托养中心、10处
残疾人就业创业培训基地。
新建公办幼儿园50所，完成
14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改
造、80所农村中小学“两热
一暖一改”工程，完成新城

高中教学楼主体工程，启动
市立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建
设，启用新城中医院。在200

个行政村实施农村体育健
身工程，促进“幸福新枣庄”
的全面建设。
本报记者 李淼 武春澍

枣庄市旅服委主任刘中波接受采访。

枣庄市建委主任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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