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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捷报频传

财财政政税税收收等等多多个个指指标标居居全全市市第第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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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8月10日讯(记
者 张跃峰) “财政收入总
量居全市第一，增幅列八县
市首位。其中，税收收入累计
完成 1 3 . 9亿元，同比增长
16 . 7%，总量居全市第一。”
在8月10日举行的市政府新
闻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东
昌府区委常委、副区长贾相
云对外通报了2017年上半年
东昌府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其中提到多项指标位居
全市首位。

据贾相云介绍，2017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
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东昌府区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
主要指标增幅保持在合理区
间，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新旧动力加速转换，发展质
量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
改善。初步核算并经统计部
门核定，上半年，预计全区生
产总值完成185亿元，同比增
长8 . 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17 .2亿元，同比增长
11 . 7%，比全市平均增幅高8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总量居全
市第一，增幅列八县市首位。
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3 .9
亿元，同比增长16 . 7%，总量
居全市第一；税收占比达到
80 . 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08亿元，同比增长18 . 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5亿
元，同比增长8 . 7%；城镇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13475元和6359元，同比分
别增长8 .3%和9 .2%。

其中，坚定不移的实施
“产业立区”战略，在调优结
构、提质增效上下功夫、求突
破，加快培育转型发展新动
能，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三次
产业比例调整为5 . 3：43 . 5：
51 . 2，经济结构实现了由“二
三一”向“三二一”的重大转
变。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紧紧
抓住国家、省重大发展战略
实施带来的机遇，今年以来，
组织人员先后赴长沙、杭州、
深圳等地，开展一系列登门
招商活动，与中科院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中科院双创学
院、人大附中、中科创新园以
及山东浙江商会，就工业技
术转移中心、科技及教育基
地、农业特色小镇等项目，进
行了一系列高层次对接座

谈，不仅很好地宣传推介了
东昌府区，还进一步启发了
思路、更新了理念、拓宽了视
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推动
城乡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进一步加快了城乡
建设步伐。工作中，将破解资
金瓶颈作为主攻方向，全力
推进贷款融资，共争取国开
行、农发行贷款等政策性资
金60多亿元。特别是创新思
路和办法，与葛洲坝集团、广
州万联集团、聊城财金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等实力雄厚的
企业，设立了聊城城市建设
发展基金，初期规模达100亿
元，为城乡建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资金保障。

据贾相云介绍，服务业发展方
面，全区年成交额过亿元的市场达27
处，1-6月份，实现市场成交额218亿
元，同比增长15%：电商企业发展到
2400多家，占全市总量的一半以上，
全区服务业税收完成13 . 6亿元，占
税收总额的73 . 7%，被确定为全省第
二批“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

工业发展方面，全区规模以上
企业达193家，1-6月份，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05亿元、利税20亿元、利润1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 . 9%. 15 . 7%.
16 . 3%，增幅均居全市前列。农业发
展方面，夏粮生产再获丰收，预计总
产达29 . 7万吨；新增无公害蔬菜可
控制面积8000亩，改扩建各类畜禽
规模化养殖场42个，名特优水产养
殖面积达到8500亩，新增各类林果
经济林3200亩。本报记者 张跃峰

全区27处市场

年成交额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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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坚持不懈
的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围绕服务
业、工业、农业、城建、民生等五大领
域，集中谋划了50个重点工程项目，
细化为144个单体项目，计划总投资
68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9 . 7亿元，
分别比去年增长28 . 5%、27 . 1%。一大
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快速建设。1-
6月份，50个重点工程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 8 3 . 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37 . 9%，其中9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33 . 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1 . 3%。24
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过亿元，30个
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0%以上。

1-6月份，共引进中科创新园、
深圳大族激光等项目123个，计划总
投资377亿元，到位资金32 . 5亿元，同
比增长10%。特别是在北京成功举办
2017东昌府区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座谈会，与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罗
克佳华科技集园、万达集团等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 2 8个，总投资额达
177 . 8亿元。 本报记者 张跃峰

50个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83 . 3亿元

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
2017年，东昌府区列入省棚户
区改造计划项目4个(缤纷日
月城三期、小东关羡林苑、运
河城二期、湖南路罗庄)，涉
及群众2900户、60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小东关羡林苑、运
河城二期、湖南路罗庄等3个
项目已全部完成征地拆迁工
作，缤纷日月城三期项目基
本完成征地拆迂。抢抓棚户
区改造政策机遇，对列入2018
年计划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超

前谋划，提前启动恒大二期
前罗棚户区、凤凰工业园路
庄棚户区改造项目，目前各项
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入户
丈量。同时，开工建设唐庄、董
桥、姚庄、郑坑等24个安置区
项目，其中18个安置区主体施
工已完成，正在进行室内外配
套及后期装饰施工。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今
年计划投资4119万元，改造老
旧小区47个。目前，市政府家
属院、国棉厂家属院等39个

小区改造工作已全面开工。
在村镇建设中，统筹大

力推进第三批小城镇提升工
程，完成郑家镇、闫寺街道规
划编制和绿化工作；全力实施
农村改厕工程，完成2 . 6万户
农村改厕任务，占总任务的
81%；铺设11个镇、街道、园区
的天然气管网工程。在铁路沿
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共拆
除违建24处、7万平方米，取缔
畜禽养殖场等污染场所22处、
废品收购站18处，绿化铁路沿

线两侧13154亩，粉刷墙体27 . 2
万平方米，清理各类垃圾5万
立方米，顺利通过了市级验
收。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中，以路域环境绿化提升、镇
村绿化、水系绿化、农田林网
建设等为重点，开展了声势浩
大的创森大会战，取得了明显
成效，今春共投入资金3 . 1亿
元，完成绿化5 . 4万亩，累计造
林7 . 4万亩，超出市委、市政府
下达任务的40%。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投投资资44111199万万元元对对4477个个老老旧旧小小区区改改造造

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在
全省率先探索建立了贫困失
能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帮扶模
式，创造“互联网+扶贫”模
式，倾力打造“情暖水城”爱
心众筹平台。积极落实就业
扶持政策，新增城镇就业3000
人；调整居民大病保险、职工
医保政策，提高职工住院报
销比例、住院起付标准、大额
救助缴纳标准和最高支付限

额；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 5亿元，发放城乡低保金
1500万元，实现了应保尽保。
特别是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投资20亿元，全力推进21个城
区学校建设项目，14个已开
工建设，全部建成后可新增
教学班500个，并完成了20个
农村学校“改薄”项目，办学
条件得到彻底改观；按照“三
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投

资9亿元，切实加大农村公路
建设力度，计划改造农村公
路1053公里，为过去15年总
和，预计9月底前可全部完
成。同时，扎实做好安全生
产、食品安全、社会治安.信访
维稳等工作，社会保持了和
谐安定。

其中，在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中，充分体现主城区的
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帮包制

度，制定县级领导、区直部
门帮包社区、街巷、小区、棚
户区分工表，以社区为单
位，划分为61个网格，对164
条街巷、662个小区，实行网
格化、常态化、精细化管理。
严格对照测评体系，建立工
作台账，分三批对662个小区
进行销号验收，达标一处，验
收一处。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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