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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实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幅连续两年全市第一

三十年的积累，让历城的发
展拥有了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实
力。数据可以最直观地向我们展
示这一积累的过程。

建区前的 1986年，历城
全区国民生产总值为7 . 41亿
元，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
长到了 870亿元，增长了 116
倍；与此同时，财政收入也明
显增加，1986年全区财政收
入只有1 . 5亿元，2016年达到
81 . 27亿元，增长了53倍。具
体来看，在历城区的 21个发
展主体中，财政收入过五亿
元的街镇也由五年前的一个
增加到了七个。

历城的实力经得起多维度
比较。从全省维度看，历城区在
全省县域经济排名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从五年前的第30
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13位。
从全国维度看，因为经济实力
和区域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历
城两次入选“中国中小城市最
具投资潜力百强区”和“创新创
业百强区”，连续三年获评“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从全市维
度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连续两年全市第一。

当前的成绩足以让历城人
感到骄傲，但历城还有更高远
的打算。当前和今后五年，历城
将处于转方式调结构、保持经
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关键期，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
段。“我们既面临巨大的发展压
力，也面临千载难逢的重大机
遇，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以发展
方式的脱胎换骨推动发展，实
现凤凰涅槃。”历城区委书记吴
承丙在区第十四次党代会上的
这一表态，让人们看到了历城
的信心。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历城
区确定了以新型城镇化为主
线，着眼于当前我国处于新型
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机遇期，特
别是历城已经成为济南市城
市 发 展 核 心 区 这 一 重 大 现
实，更新观念、提升境界，坚
持用新型城镇化的思路谋划
发展，用新型城镇化的办法推
进工作，实现由城乡经济向城
市经济的转变。

历城还为自己确定了争当全
市“四个中心”建设排头兵，在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走在前列
的目标。通过提升经济综合实力、
城市形象功能、发展活力动力、民
生幸福指数和党建科学化水平来
聚焦发力，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调结构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目标已明，路径已清。
“纵观新形势新阶段，历城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和压
力同在。”吴承丙说。去年，南部山
区管委会独立运行，临港、遥墙街
道划归高新区代管，东部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及济钢产能调整，这
桩桩大事，都对历城的空间布局
和产业布局带来不小影响。

而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当下，
这种挑战也给了历城区一个机
遇。抓住这个机遇调整产业结构、
拓展发展空间，才能为历城带来
更长远发展。

正因如此，历城在今后五年
将着力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科技创
新为动力，着力构建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
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方面，历城将主动对接《“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鼓励扶
持创新创业，健全完善自主创新
体系，加快推进创新平台、创新主
体和创新能力提升，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率，以创新带动新兴产业
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历城将坚持
大企业带动，围绕齐鲁制药等核
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龙头
企业，实行“一业一策”培育，推动
企业裂变发展，打造更多行业领
头雁。坚持企业“强强联合”，鼓励
优势中小企业实施“小巨人”工
程，推动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强
力推进临港开发区新区建设，力
争通过3-5年努力，打造成全区新
兴产业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

同时，历城还将以万达文体
旅游城、首创奥特莱斯等重大项
目为带动，积极培育电子商务、文
化创意、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
态，推动服务业转型发展。积极打
造华山冷链物流基地、董家大宗
货物物流基地和鲍山城市物流配
送基地，推动物流业整体提升和
跨越发展。

添动力
一批大项目纷纷落地
经济快速增长有动力

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招商
引资作支撑。近年来万达文旅城、
菜鸟物流等一批大项目纷纷在历
城落地，为历城经济的快速增长
提供了动力，这种动力还在源源
不断地注入。

今年8月29日，历城区召开招
商引资工作推进会暨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会上，共签约项目25个，
预计总投资约332.7亿元。签约项
目涵盖金融、科创、商业综合体、
物流、装备制造等现代新兴环保
产业，25家签约企业均代表行业
领先水平，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
强、发展潜力大。这已经是历城区
今年第二次大项目集中签约。今
年4月，历城还成功举办了第一次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大项目
20个，投资384.7亿元，两次集中
签约项目投资共计717.4亿元。

这种成绩的取得背后是扎扎
实实下功夫。“众人拾柴火焰高。
招商引资工作没有闲人，没有不
需要招商的单位，没有不需要招
商的个人。”历城区委副书记、区
长刘科说道。

功夫之外，招商引资还有门
道。刘科表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
发展主体，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
主体。以商招商是最经济、最实
惠、最有效的招商手段。企业合作
的伙伴多、掌握的信息多，企业家
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号召力和
影响力。要鼓励企业家继续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把更多优质的项
目、优秀的人才、先进的理念引入
历城，实现“引进一个、招来一批、
带动一片”的磁场效应。

招进来不是结果，最重要的
是要为企业服务好，让企业获得

更好的发展，从而为历城区的发
展带来提升。为此，刘科表示，历
城要坚持“一个口子，对口签约，
多方跟进”的招商服务模式。对于
重大招商项目，由区投资促进服
务中心统一负责招商策划、推介、
谈判等项目签约前各项工作。签
约后，由签约单位牵头负责帮扶，
协调跟进项目落地建设，在立项、
规划、土地、环评和企业注册登记
等审批环节上，统筹对接有关部
门做好服务，确保企业引得进、落
得下、留得住、发展得好。

保后劲
改革创新贯穿发展始终
释放强大助推力

纵观历城发展三十年，改革
始终是“最强音”。紧跟时代步
伐，历城区充分利用体制机制改
革带来的巨大活力，依靠创新释
放的强大助推力，集中突破发展
难题，不断开创发展局面，实现
了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攀升。

“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
气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破除制
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发
展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发
展拓展更大空间，创造更多机
遇。”吴承丙说。

翻看历城改革发展成绩

单，处处透露出历城锐意改革，
致力创新的时代气息：以改革
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确立
20项专项领域改革措施，重点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城乡协调
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不
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同时，历城还全面落实行政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法治
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取
得新成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
续深化，开通运行“一号通”审批
系统，行政效率不断提高；全面完
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和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综合改革
不断深入，发展活力有效释放。

民生方面，改革也从未停
止脚步。其中，教育综合改革不
断深化，历城二中和历城实验
小学两个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公共教育均等化迈出新步伐；
顺利完成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
制改革，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
监管效率大大提高；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实现并轨运行，
公费医疗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
顺利完成；政府机构改革稳步
推进，南部山区完成管理体制
改革，4个镇撤镇设办，多个政
府部门完成撤并和职能转换，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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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撤县县设设区区三三十十年年
““齐齐鲁鲁首首邑邑””再再冲冲刺刺

新旧动能转换为历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十年前，历城正式撤县建区，成为济南市最大的市辖区。这三十年里，历城实现了从农业大县
到中心城区，由基本温饱到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区强民富、政通人和、充满活力的新面貌。
如今的历城，以争当全市“四个中心”建设排头兵为目标，促改革、调结构，加快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步
伐，为历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历历城城撤撤县县设设区区3300年年

□李康宁

历城撤县建区，已经三十
年。三十年间，这片土地的面貌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在迅
速生长，很多贫瘠冷清的地方，
隐没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建设
当中，成为富饶喧闹之所。昔年
田连阡陌，今成亭台楼阁。我们
目睹着无数新地标次第崛起，
意气风发地俯瞰着过往，不断
标注着新的视野与高度。

古人常用“白驹过隙”来形
容时间的轻灵。但历城区这三十
年的变迁，无法在美学意义上一
语略过。整个过程，凝聚着无数

人的汗水与智慧、舍弃与担当。
过去的三十年时间，在漫长的时
间轴上也许只是一个微小的刻
度，但在每一个勤勉务实的人看
来，每一分钟都弥足珍惜。那些
饱蘸了情感、深蕴着情怀的岁
月，我们称之为“黄金时代”。

历数这些年的发展，几组数
字最有说服力。三十年来，历城
经济迅猛发展，全区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了116倍，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城镇化
率超过70%。民生保障更加稳定，
文化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居民可
支配收入迅速提高，大家的生活
充满了幸福感和获得感。地跨城

市与乡村，衔接传统与现代，历
城区的发展自然要倾注更多的
智慧。三十年间，历城区在建设
进程中有大刀阔斧的勇气，亦不
乏工描细画的耐心。举棋落子，
取舍有道。近几年来，历城区为
了保证环境质量，果断关停老工
业区，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治理污水增加绿地。在高楼林立
车流连绵之中，历城区耐心守护
着济南的花圃与水脉，把一派青
山宛然、泉水欢唱的景象定格在
几代人的记忆里。

在秦叔宝的传奇与辛弃疾
的词作中，无法描摹出历城今
天的景象。这里是济南新能源、

制药业和物流中心，高新产业
正在迅速发展。新技术、新观
念、新政风频频涌现。街市整
洁，山明水净。一切都让人充满
愉悦感，并汇集而成为一种积
极向上的风貌。从产业结构而
言，历城的经济发展将拥有更
好的前景。以民生保障而论，现
代化人性化程度将会更高。

所有的改变，根源上都来自
思想的改变；所有的发展，最终
都要落实到民生的发展。历城区
这激扬奋进、精神抖擞的三十年
时间，从大方向上看，是我们国
家走向强盛、人民日益幸福的投
影。具体一点说，得益于历城区

干部群众决策有力，奋发图强的
干劲和韧性。几代人的开拓与付
出，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天地。

回望前路，是为了更好地关
注当下。新旧动能转换，智慧城
市建设，这些全新的课题，要求
决策者具备更丰沛的知识储备
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四个中心”
与“小康社会”的建设，也需要市
民不断地提升文明素质，爱岗敬
业。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唯有“国
强”才能实现“民富”，做到“政
通”方可迎来“人和”。事业的发
展，需要上下齐心共同进退。如
此，不管时间发展到哪个节点，
都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拥拥有有充充分分自自信信，，期期待待美美好好未未来来

历城东部新城掠影。 历城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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