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DP351亿元

2014年，博山区克服经济下
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政
策引导、市场拉动和要素保障等
作用，全区经济保持在良性区间
运行。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351亿元，同比增长6%；完成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19亿元，同比增
长7%；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9 . 9%和10 . 2%。

20余家企业

20余家企业启动搬迁改造步
伐，积极优化投资结构，战略性新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项目投资比
重分别达到30%和31%。新增省级
以上研发机构8家，4家企业进入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名单，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家、省级技
师工作站1家、市级以上“一企一
技术”创新企业7家，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比达到26 . 4%。

3个省级旅游特色村

博山被认定为山东省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基地，新培育省级以
上知名品牌8个，服务业占比提高
1个百分点。新增3个省级旅游强
镇、3个省级旅游特色村，创建为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

7个老旧小区

对7个老旧小区和11条背街
小巷进行集中整治，新增天然气
入户9557户，完成26处主要道路
节点和路口无障碍通行改造。新
开工建设棚户区改造项目4个、
807套，累计发放租住补贴2498万
元。投资5000余万元新建改造农
村公路83 . 2公里，完成农村住房
建设2018户，建成垃圾压缩站4

个。

3 . 7%

博山去年完成铸造行业调整
提升、煤炭消耗总量削减任务，万
元GDP综合能耗下降3 . 7%。投资
1 . 8亿元的白杨河电厂超低排放
工程全面完成，关停各类污染企
业18家，140余家企业完成清洁能
源置换。严格污水处理厂运行监
管，出境断面水质不断提升。

1 . 56亿元

全面落实各项民生和支农惠
农政策，区级财政统筹用于三农
及民生方面投入达到14 . 4亿元。
总投资1 . 56亿元的49项扶贫开发
项目进展顺利，带动5000户、1 . 4

万人脱贫。

12处老人日间照料中心

在全市率先建立居家养老服
务信息中心，建成城市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12处、农村幸福院30

处，开工建设综合性老年公寓6

处。对100余处基础文化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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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区长任书升作政府工作报告

蓝蓝天天净净水水，，建建设设鲁鲁中中休休闲闲居居住住城城
1月14日，博山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区长任书升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到，今年博山将围绕“一核二区三片”和

“北工南游”总体布局规划，坚定推动工作指导转变，加快建设活力博山、魅力山城。今年博山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长7 . 5%，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7 . 5%。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普惠于民

博博山山将将建建社社会会保保障障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博山将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财力保民生、保重点，千

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普惠于民、造福于民。

1月14日，博山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 李超

突出“北工南游”布局

今年，博山将突出“北工南
游”总体布局规划，强化“两个坚
定不移”，以高端、高质、高效为方
向，引导产业园区化集群化发展，
打造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资源集
中的三大经济板块。加大资源整
合和存量盘活力度，全力打造机
电泵业、新材料、陶琉等产业基
地。加快建设在国内具有一定影
响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基地。
重点围绕中心城区提质扩容和
城市新区规划建设，优化区域功
能布局，完善城市服务配套，增强
城市休闲居住功能，加快建设鲁
中休闲居住城。

创建原山5A级景区

推动现代服务业跨越提升。
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加快原
山国家5A级景区创建，抓好区游
客集散中心、志公山风景区等重
点项目，培育十佳博山美景、十个
美丽乡村，实施池上及周边区域
大品牌、大连片开发，着力打造好
客山东乡村旅游体验目的地，争
创全省乡村旅游示范区。围绕“石

马镇—博山镇、源泉镇—池上镇、
石门和岭西景区、姚家峪淋漓湖”
四条主线，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
度，强化整体宣传促销，积极融入
周边精品旅游线路，做足吸引人
留住人的文章。

年内新增两家上市企业

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把
创新成果产业化作为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的着力点，支持有条件
的企业参与和承担重大创新项
目产业化，力争在节能环保、汽车
配件等领域新上一批高新技术
项目。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企业建设
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重点
实验室等高水平研发机构，力争
新增省级以上研发机构3家。积极
推进管理创新，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支持东佳、海华、金龙电力等
条件成熟企业上市、挂牌，鼓励上
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扩
大融资规模，力争年内新增上市
企业2家、挂牌企业3家。

新建改造农村公路50公里

积极推进东过境路建设，配

合做好滨莱高速扩建工程，抓好
省道博草路和仲临路博山段维
修改造，实施五岭路北延、体育路
等城区路网建设和峨池路、博北
路等县乡道路升级改造，新建改
造农村公路50公里，完善快速、便
捷、顺畅的城乡路网体系。以蓝天
净水为目标，持续加强环保治理，
实施中心路和新建四路暗河维
修续建、范河和岳阳河排污管网
建设，积极推进孝妇河、淄河等流
域的综合整治，继续实施沿河植
柳、河道蓄水工程，构建互联互
通、景观宜人的全域生态水系。

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面对发展的新常态、群众的
新期待，博山将对照“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要求，大力弘扬焦裕
禄精神，牢记宗旨、恪尽职守、狠
抓落实，全面提升施政能力和服
务水平。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
矛盾，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全面加强各
领域、各环节制度建设，加大政务
公开力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建成启用两处小学

切实加大公共服务力度。健
全覆盖城乡的就业培训和援助
体系，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确保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建设社
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完成在建
校舍安全工程和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校舍标准化建设，建成启用
两处小学，积极创建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区。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
革，严格执行基本药物制度，加快
实施区中医院迁建、南博山卫生
院改扩建、夏家庄卫生院迁建等
重点项目，提高优质医疗资源供
给能力。

积极推行“阳光低保”

围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继续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增
进群众福祉。深入实施万户农民
脱贫奔康工程，扎实开展精准扶
贫，高标准推进太河库区上游生
态绿色产业等重点扶贫项目，切
实增强贫困群众可持续增收能
力。继续深化驻村帮扶工作，完
善第一书记、扶贫干部挂包责任
制，确保完成三年脱贫奔康目
标。积极推行以公开、公示、核对
为重点的“阳光低保”，完善各类
救助制度，实施残疾人扶助工
程，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创建省级文明区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促进文明城市建设实效
化、制度化、常态化，创建省级文
明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提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
大院、社区文化中心的功能，增
强文化惠民工程实效。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积极创造
文艺精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加
强陶琉文化、孝文化、饮食文化、
红色文化的研究开发，扩大区域
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

● 更加注重转型升
级、科学发展，牢固树立质量
效益优先意识，坚决打好转
型升级和生态建设攻坚战，
努力让经济发展的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后劲更足、步
伐更坚实；将更加注重改革
开放、创新驱动，打破体制机
制藩篱，强化合作开放意识，
释放科技创新潜力，让一切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
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
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
流。

● 坚持巩固优势与挖
掘潜力相结合，深入实施“加
减乘”促转调三篇文章，加快
构建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
的现代产业体系，努力打造
博山经济“升级版”。

● 加快实施“接二连
三”战略，大力发展订单农
业，积极开展农超对接，建设
与市场销售相衔接、与龙头
企业相配套的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构建“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力争
新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3家、专业合作社6家。

● 突出抓好棚户区改
造，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化
运作相结合，充分尊重群众
意愿、让利于民，创新思路办
法，严格政策界限，年内采取
不同形式改善3000户棚户区
居民居住条件，力争用5年时
间完成现有棚户区改造。

● 深化农村改革，稳
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
改造，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交易服务和抵
押融资，释放农业农村发展
活力。做好改革措施衔接工
作，确保科技、教育、文化、卫
生、价格等改革上下贯通、有
序推进。

● 严格执行《预算
法》，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构
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
算制度。积极开展投融资体
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
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确保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需求。

● 深入实施农村“五
化”工程，积极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连片创
建，加强路域环境综合治理，
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完成
5 5个村的村容村貌改造任
务，力争70%的村达到生态
文明村标准，打造全省生态
文明乡村建设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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