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DP830亿元，增长6%

预计全区生产总值完成830亿
元，增长6%。地方财政收入突破50

亿元，达到52 . 96亿元，增长7 . 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17亿
元，增长11%。青岛银行、东营银行
落户临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达
633亿元和480亿元。实际到位外来
资金55 .2亿元。实现进出口总额17 .3

亿美元，其中直接出口7亿美元。

4 . 2：66 . 1：29 . 7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
业比调整为4 . 2：66 . 1：29 . 7，被列
为全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转型升
级试点。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
丰”，新增家庭农场17个、农民专
业合作社67家。规模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利税分别实现2050亿元
和19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比提高到31 . 9%。服务业发展趋优
向好。齐鲁国际塑化城、茂业时代
广场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好买
购超市、齐纳电影城开业运营，齐
鲁汽车贸易城入驻4S店7家。齐文
化博物馆、足球博物馆主体完工。

18 . 8公里

实施大顺路、管仲路改造，修
建兴边路、雪宫路南段等城乡道
路18 . 8公里，南外环立交桥改造
即将竣工，现代化交通体系初步
形成。新增供热面积112 . 9万平方
米、雨污管网19公里、天然气用户
1 . 8万户。

15 . 8平方米

完成齐兴路、天齐路等4条道
路和城市裸露土地绿化，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15 . 8平方米。推进
新型城镇化，凤凰花园小区、金山
集中居住区建设顺利，徐屯、窝
托、南马坊等8处新型农村社区竣
工交付，2607户居民乔迁新居。

50家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完成华能辛店电厂脱硝等10个减
排项目，取缔污染企业50家，淘汰
燃煤锅炉100台、黄标车1 . 2万辆，
光大环保危废处理中心、齐城污
水处理厂二期基本完工，预计化
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
下降3 . 7%、5 . 7%。深入实施森林围
城、二沿三环等绿化工程，林木覆
盖率达30%。

1948套

失业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900元。巩固合力救助帮扶成果，
发放各类救助金1717万元，惠及
群众1 . 2万人。建设保障性住房
1948套。新建3处养老服务中心，
完成4处敬老院改造，城市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院达4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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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16日召开，区长宋振波作政府工作报告

今今年年力力争争良良好好天天增增加加两两成成以以上上
16日，临淄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区长宋振波作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报告，临淄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展

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7 . 5%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7 . 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2 . 5%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和10%左右，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节能减
排约束性指标。

“德润临淄”增进民生福祉，推进文化惠民

科科学学布布局局2255个个社社区区养养老老院院
坚持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保障基本民生，着

力办好惠民实事，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切实兑现发展为民的理念和承诺。

16日，临淄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 王亚男

抓好60个年度重点项目

突出抓好总投资300亿元的
12万吨聚氨酯二期、10万吨装饰
原纸、液化天然气装备制造、奥
德隆国际广场等60个年度重点
项目，丰富产业形态，培育多元
业态。

彻底关停“三高”企业

严把环保准入关，彻底关
停“三高”企业，坚决杜绝新污
染源产生。加快总投资2 . 6亿元
的13个减排项目建设，抓好21家
燃煤企业脱硫脱硝改造。开展
齐鲁石化和30家重点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完成齐城污水
处理厂二期建设，完善雨污管
网，确保河流水质稳定达标。

力争引进60亿元外资

瞄准国内外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突出产业链招商、以商
招商和股权招商，着力抓好签
约项目落地开工，力争引进外

来投资60亿元、过亿元项目30个
以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
去，开发境外资源、转移优势产
能、承揽海外工程。深化与齐鲁
石化等驻地大企业的沟通对
接，实现互利共赢、融合发展。

向千亿级产业园区迈进

齐鲁化工区金山片区发挥
齐翔、蓝帆等骨干企业辐射带
动作用，深耕产业链条，膨胀经
济总量，加速向千亿级产业园
区迈进。经济开发区，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配套推进110千伏
输变站、污水处理厂工程，抓好
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高端项目
引进，打造转型升级示范区。

加快金融聚集区建设

优化城市商业布局，整合
提升桓公路、大顺路中心商业
圈，丰富提升以方正2009、泰东
城为引领的东部新商圈，加快
临淄大道科研金融集聚区建
设，构筑多层次、多业态现代服
务业发展新格局。积极推进智

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城市建
设，规划建设卓创信息服务平
台和美旗石化交易中心，鼓励
发展电子商务、研发设计、动漫
创意等新兴服务业。

打响“临淄蔬菜”品牌

鼓励推广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加强万亩蔬菜标准化示范
区建设，深入推进“农居对接”，
打响“临淄蔬菜”品牌。严格落
实强农惠农政策，强化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

支持示范镇转型小城市

着力培育一批新兴工业强
镇、精品农业大镇、文化旅游名
镇。优先支持金山、凤凰和朱台
等示范镇向小城市转型，强化
产业布局、公共资源规划建设，
打造支撑全域城镇化的重要节
点。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适时推
进合村并居，建设上庄、冯家、
朱北等10个新型农村社区，年
内完工33 . 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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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补助提高到380元

做好高校毕业生、困难家
庭、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确保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3%以内。稳步提高社会保障
标准，将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提
高到每人每年380元，实施被征
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养
老服务体系，抓好3处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科学布局25个城市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9所农村
幸福院。创新机制推进保障性
住房建设。

3所学校改扩建

今年，临淄区将扩建改造
实验小学、实验中学和工业学
校，完成7所农村幼儿园标准化
改造，建成区青少年科技馆，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区
医疗中心建设，设立稷下、雪宫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全城市
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推
动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建设区青
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推进齐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拓展81890民生热线

深入推进“德润临淄”建
设，继续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评选活动，提升全民文明
素质。拓展81890民生热线服务
功能，及时回应解决群众合理
诉求。加强食品药品全过程监
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持续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
大化解、社情民意大调查大落
实活动，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
事件能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

● 扎实开展“招商引
资促进年”活动，新引进中铝
稀土、太平洋燃气设备等一
批知名企业，实际到位外来
资金55 . 2亿元。全力应对外
需低迷不利局面，实现进出
口总额17 . 3亿美元，其中直
接出口7亿美元。

● 齐鲁国际塑化城、
茂业时代广场等重大项目进
展顺利，好买购超市、齐纳电
影城开业运营，齐鲁汽车贸
易城入驻4S店7家，服务业比
重稳步提高。成功举办齐文
化节，齐都文化城民间馆聚
落全部开放，齐文化博物馆、
足球博物馆主体完工，构筑
起齐文化生态旅游区故都新
地标。

● 建设保障性住房
1948套。新建3处养老服务中
心，完成4处敬老院改造，城
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
幸福院达46处。

● 积极倡导扶弱助
残、爱心捐献、文明交通等志
愿服务，涌现出“临淄义工”
等一批善行义举品牌，德润
临淄社会新风尚日益浓厚。

● 严格执行中央、省、
市改进作风各项规定，狠刹

“四风”，扎实开展办公用房、
楼堂馆所和公务用车等专项
整治，腾退超标办公用房1 . 2

万平方米，会议活动、公文简
报分别减少20%和40%。

● 完成黄标车淘汰任
务，实施城南集中供热范围
内燃煤锅炉替代工程，力争
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增长20%

以上。
● 促进服务业提档提

速。深度挖掘齐文化内涵，确
保齐文化博物馆、足球博物
馆如期开馆，提高齐都文化
城知名度和影响力。

淄博市各区县两会已陆续开幕，在回顾去年经济、环境、卫生、法制等方面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了详实地安排。为让市民对政府今
年的工作有更深刻和更直接的了解，本报开通了《创新·突破—2015区县两会特别报道》栏目，深入解读区县政府工作报告。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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