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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章章丘丘计计划划招招商商引引资资333333亿亿
设千万专项经费，奖励招商先进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张娜） 随着天气回暖,

布鲁氏菌也进入多发季。4月22日至
4月24日，普集镇卫生院疾病控制工
作人员针对该镇发生布氏杆菌病
例的村庄进行血液样本采集工作，
并送到章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样本检测。

布氏杆菌病是由布鲁氏杆菌
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布氏
杆菌首先感染家畜，人若与患病家
畜接触，食用污染的奶及畜肉，吸
入含菌的尘土或病菌进入眼结膜
后，皆可感染发病。布鲁氏菌可通
过人体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
入人体引起感染 ,以长期发热、多
汗、关节痛及全身乏力、疼痛为主
要特征。发病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
人类发病高峰期是在4、5月份，潜伏
期一般为7—60天，平均为两周。记
者从疾控中心了解到 ,近年来 ,章丘
市布病疫情呈上升的趋势。

人类感染的途径主要是经皮肤
黏膜接触传染直接接触病畜或其排
泄物、阴道分泌物、娩出物；或在饲养、
挤奶、剪毛，屠宰以及加工皮、毛、肉等
过程中没有注意防护。可经皮肤微伤
或眼结膜受染；也可间接接触病畜污
染的环境及物品而受染；经消化道传
染食用被病菌污染的食品、水或食生
乳以及未熟的肉、内脏而受染；经呼
吸道传染病菌污染环境后形成气溶
胶，可发生呼吸道感染。

很多感染布病的人当成普通
感冒来治,其他症状如乏力、食欲不
振、精神倦怠等也类似于感冒症
状。布病治疗的关键是要及早发
现，当出现明显的关节疼痛时，及
时到医院检查。人间布病的控制措
施在于切断传播途径。对饲养的牲
畜及时进行疫苗免疫，是预防畜间
布病最效、最彻底的方法。

布氏杆菌病

进入多发季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帅 通
讯员 高俊） 不仅驾驶报废车上
路，强行冲撞警车设卡后还撞伤骑车
路人，最终被交警抓获后，司机又被
发现涉嫌饮酒驾驶。日前，这名“疯狂
的司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4月24日，章丘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绣惠镇宁绣路设置卡点，严查
农村面包车超员、酒后驾驶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并对过往的车辆进
行常规检查。14时50分许，一辆将号
牌遮挡起来的黑色别克轿车沿宁
绣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检查点。在发
现交警后，别克车已无路可返，便
强行将设卡拦截的一辆警车撞开，
随后向北高速逃离。

此后，“疯狂”的别克在逃逸至
宁家埠刘家道村时，又将一名驾驶
电动自行车的妇女撞伤。但这并没
有使别克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北逃
窜，随后在距离肇事地点百米左右
处，别克车因轮胎爆胎无法正常行
驶，驾驶人随即弃车逃离。

随后赶来的交警一面对被撞伤
员进行抢救，一面继续追赶肇事逃逸
驾驶人。最终在一户村民家中的小屋
内，将躲藏的驾驶员周某某抓获。经
检测，周某某呼气式酒精检测值为
27mg/100ml，涉嫌饮酒驾驶。

据审讯，周某某今年40岁，为陵县
滋镇大周村人，现在章丘市绣惠镇经
营一家庆典公司。事发前周某某曾与
他人一起饮酒，而其驾驶的车辆在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并无
登记信息。同时，周某某交代称，自己
驾驶的别克车刹车性能极差，自己又
故意遮挡号牌，怕被警察逮住便上演
了一场“多路逃窜”。

目前，周某某对其多项违法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警方已依法对其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酒后驾报废车

冲撞警车闯卡

“抓好新形势下的招商引资工作，必须立足章丘实际，明确主攻方向，着力实施理念、路径、方法、环境、体制
机制五大创新，努力实现招商引资工作新突破。”章丘市委书记江林4月24日召开的章丘市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
表示，新常态下，章丘招商引资必须树立新理念探索新办法。章丘市制定了“在2015年招商引资333亿元，实现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6%”的招商引资目标。为此，章丘市成立了8个专业招商小组，并探索网络招商；还专门设立
了1000万专项经费，奖励招商先进单位。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李永霞） 4月
24日上午，章丘市爱卫会组织
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设置宣传
咨询站，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第
27个全国爱国卫生月。其中，城
区内各医疗卫生单位集中在百
脉泉广场组织宣传活动。

上午8时许，活动还没正式
开始，就有不少市民在宣传咨

询站排队量血压。各医疗卫生
单位通过悬挂横幅、展示宣传
版面、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健康
咨询及义诊活动等形式向市民
宣传。同时章丘市卫生计生系
统在单位内部通过电子显示
屏、宣传栏、板报等形式进行宣
传。

今年爱国卫生月的活动主
题是“全民参与爱国卫生，共建

共享健康章丘”。本次活动共制
作宣传版面30多块，悬挂条幅
20多条，发放宣传资料6000份，
义诊600余人。当天下午，各单
位分别组织人员对辖区内主次
干道、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及居
民小区等环境卫生开展集中清
扫日活动。

据了解，此次爱国卫生月
活动将集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

整治。在城区有针对性地开展
集中整治活动，全面清理堆积
的垃圾杂物。在乡村集中整治

“脏、乱、差”问题。
同时，还开展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的基础上，集中开展灭鼠、灭蚊
蝇、灭蟑等病媒生物防制活动，
切实减少病媒传染病的发生和
流行。

2288家家医医疗疗单单位位街街头头宣宣传传卫卫生生
同时对主次干道等处环境卫生开展集中清扫

为实现上述目标，章丘市
政府专门成立了8个专业招商
组：开发区招商工作组，负责工
业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招商；工业招商工作组，负责现
有企业的扩大规模和民营企业
的转型升级等；现代服务业招
商工作组，负责引进生产和生

活性现代服务业项目；文化旅
游招商工作组，负责引进文化
产业招商项目；城建开发招商
工作组，负责引进建筑产业化、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农业招商
工作组，负责引进现代农业开
发类项目；金融招商工作组，负
责引进银行、保险、融资租赁等

金融机构；外资招商工作组。
除了成立专业招商小组，

章丘市成立了全市招商项目信
息库和重点推介项目库。根据
要求，章丘市各个镇街、产业招
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每月都
需向章丘市招商局和章丘市招
商引资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报送招商工作进度。
汇总资料后，章丘市招商

局将建立项目资源信息库，加
大在全市党政门户网站、专业
招商部门网站、重点网站的信
息投放力度，并探索运用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开展推介，建立
低成本、广覆盖的网络招商。

措施>> 成立8个专业招商小组，探索网络招商

在招商工作会议上，记者
了解到，自2012年至今，章丘市
已累计引办柳工机械、济南一
机床、山东智谷创业园等各类
项目93家、总投资864亿元。其
中投资过亿元项目90个、10亿
元以上项目18个。其中，2014年
章丘市新签约项目共25个，合

同投资额405 . 28亿元。
基于上述招商基础，章丘

市制定了2015年招商引资的目
标——— 合同资金333亿元，实际
到位资金256亿元。目前具体任
务指标已分解落实到章丘市各
镇街和产业招商部门。

据悉，为及时解决招商工

作中的障碍，章丘市将每两周
定期召开一次招商调度会，使
得相关部门能及时掌握该市招
商项目的全面进展情况。此外，
章丘市政府督查室、章丘市招
商局将加大督查通报力度，严
格执行相关处罚标准。

除了重视在谈项目、签约

项目，章丘市政府还借助“山东
香港周”、华交会等招商推介平
台，联系各类商会、行业协会，
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储备项
目。目前储备项目已达到145
个，其中在谈项目62个、总部经
济项目40个、企业技改扩产项
目43个。

目标>> 今年计划招商引资333亿

关于招商方式，章丘市副
市长白秋生称，章丘市将在传
统的“由章丘籍老乡提供招商
信息，后由招商局跟进”的社会
化招商模式，向中介招商、主题
招商等招商新模式转变。

“我们将按照市场化运作
的思路，借助创业团队和专业

机构，开辟委托招商、中介招商
的新路子。”章丘市副市长白秋
生介绍，章丘市还将积极开展

“主题招商”。借济南市即将开
展“主题招商推进行动”契机，
提前研究策划包装一批推介招
商项目，积极开展定向招商。

除了传统产业，章丘市将

重点引进新材料和住宅产业化
两大新兴产业。除此之外，章丘
市还将围绕双山大街沿线、绣
源河、城北、空港等重点片区，
加大定向招商和产业链招商，
努力在电子商务、健康养老、文
化旅游、总部经济等领域有所
突破。

为保证项目落地，章丘市
国土、经信、财政等部门还将加
快清理闲置低效用地，加快推
进工业企业发展创投基金实质
操作运行，多渠道盘活闲置土
地或厂房。此外，章丘市政府还
将研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
体措施。

创新>> 由老乡提供招商信息，转向借助专业招商团队

本报记者 王杰 王帅

为提高各部门对招商引资
工作的重视，章丘市制定了《章
丘市招商引资工作考核办法》。
目前，该考核办法已下发至章
丘市20个镇（街道）、93个部门。

根据该办法，章丘市2 0
个镇（街道）和11个产业招商

部门都分配有具体招商引资
年度任务。其中明水、双山、
圣井街道办事处的招商引资
额最高，都为 1 5 亿元；垛庄
镇、曹范镇招商引资额最低，
都为3 . 5亿元。章丘市开发区
管委会的招商引资额在11个

产业招商部门中最高，为40亿
元；发改委、农办等五部门最
低，为5亿元。

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和评先树优的重要条件。为此，
章丘市将设立1000万元招商引

资工作专项经费，对年度考核
成绩列前10名的镇（街道）和前
15名的市直部门（单位），将被
授予“招商引资先进单位”，并
补助20万元工作经费。而对完
不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则
在全市通报批评。

激励>> 设立1000万专项经费，先进单位可补助20万元

4月23日上午，章丘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在诺得实验小学组
织交通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校
车与一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交
警大队民警与学校老师第一时
间疏散车上学生，以防止发生
二次伤害。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高俊 马汉涛 摄影报道

模拟演练
防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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