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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莱芜经济“奔跑”在春风里
1-2月份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位居济南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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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柳尧杰 刁延峰）

在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下，济南
市莱芜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发展。1-2月份，莱芜区经
济保持较好的运行态势，工业总
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
3项指标增速在全市各区县中均
排在前列。

工业生产增长平稳，主要指
标在全市排名明显前移。1-2月
份，167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
总产值107 . 9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5 . 9%，实现工业增加值20亿
元，同比实际增长4 . 4%。增幅排
名同比提高6个位次，与2019年末
比提高4个位次。

从产业层面看，钢铁业、采掘
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传统产业
仍占主导。1-2月份，莱芜区钢铁
行业实现增加值10 . 1亿元，同比
增长14 . 2%；采掘业实现增加值
3 . 5亿元，同比下降7 . 1%；农副产
品加工业实现增加值1 . 4亿元，
同比增长26 . 3%，3个行业完成工
业增加值占全区规上工业总量的
75%，占比同比提高5个百分点。

从企业层面看，重点企业的支
柱作用更明显。1-2月份，莱芜区重
点监测的前30家企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99.5亿元，同比增长15.03%，总量
占莱芜区工业总产值的92 .2%，占

比同比提高7.2个百分点。
主要指标位次前移，得益于

重点企业的拉动作用和主要行业
的推动作用。30家重点工业企业
扮演着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角
色，对莱芜区工业经济起到支撑
作用。钢铁行业对莱芜区工业增
加值增长贡献率最大，继续对莱
芜区经济发挥强大推动作用。

经济发展快，需要项目带。莱
芜区坚持“生态立区、实业强区”
的发展思路，树牢“项目为王”理
念，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新年伊
始，莱芜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良
影响，复工复产科学推进，项目引
进、开工等工作有序展开，莱芜区
固定资产投资逆势而上，呈现良
好发展势头。

1-2月，莱芜区在库投资项
目 1 5 0个，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7 . 59%，高于济南市平均水平。

春风送暖，项目推进如火如
荼。3月8日，在莱芜区口镇，家家
悦济南综合物流中心项目等6个
项目一同举行开工仪式；3月9日，
在凤城街道，嬴城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举行开工仪式；3月14日，
一场形式新颖的“双招双引”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在莱芜区举行，仪
式通过现场签约和视频签约两种
方式，共签约12个项目，总签约额
54 . 8亿元。

本报济南3月26日讯（记者
程凌润） 3月26日，记者从莱芜
长运集团了解到，根据济南市疫
情防控形势，本着“分类、有序、逐
步”的原则，自2020年3月23日起
恢复济莱城际公交“莱芜汽车站
至济南汽车东站”班次的市内站
点停靠。

济南市区具体停靠站点有小
汉峪、龙奥大厦、省立东院、燕山
立交;莱芜城区停靠站点为火车
站、市医院、张家洼、豪德城。

具体班次时间如下：
莱芜汽车总站发车时间：7:

00、8:40、10:30、14:00、15:20、16:40
济南汽车东站发车时间：7:

00、9:00、11:00、13:00、15:00、16:50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广

大乘客的身体健康，希望乘客自觉
做到：实名制乘车;随身携带二代
身份证;全程正确佩戴口罩，保持
安静，减少交流;自觉接受体温检
测与身份信息核查登记。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李雷 高文倩）

“现在开庭！根据法律规定，本案
由陈刚担任审判员，适用速裁程
序进行审理……”3月13日上午，
钢城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陈刚通过互联网庭审系统，适用
刑事速裁程序开庭审理了一起盗
窃案，并当庭宣判。从开庭到宣
判，整个庭审用时仅15分钟。钢城
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
察长张红广远程出庭支持公诉。

2019年4月3日凌晨，被告人
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带领其
公司员工李某驾驶一辆长板拖
拉机，到山钢股份公司所属车间
盗窃14块废钢板和13根槽钢，价

值3982元。4月3日，徐某经公安
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罪行。该案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徐某认罪
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庭前准备阶段，考虑到被告
人徐某正取保候审在家，为减少
疫情感染风险，法庭决定使用

“互联网法庭”系统远程开庭，向
徐某告知了相关注意事项，完成
了设备调试等准备工作。经过充
分准备，在保证被告人诉讼权利
的前提下，审判员在审判庭，公
诉人在检察院，被告人徐某在家
中，辩护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四
方通过高清视频同步“无接触”
进行了庭审。

庭审中，法庭简化了庭审过
程，充分听取了被告人徐某的最
后陈述，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
的法律制度，当庭作出判决。被
告人徐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元。被告人徐某表示服判不
上诉。整个庭审过程视频信号稳
定、画面传送清楚、声音清晰，审
理进程规范有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钢
城区人民法院认真贯彻上级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安排部署，院长、
庭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
极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开启
线上办案模式，努力实现疫情防
控与执法办案“两不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亓玉飞

莱芜区供销系统
累计捐款22450元

在疫情期间，为保证人民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正常，莱芜区供
销社系统积极落实“服务三农”
历史使命，组织系统大中型超市
从年初二开始每天安排专门车
辆，采购居民生活必需品，以保
障物资供应，平抑农村市场稳
定。目前累计储备销售米面108
吨、油类18吨、各类蔬菜22吨。

据了解，口镇供销社在做好
当地群众生活物资供应的同时，
向镇防控办以及各防控点捐赠棉
大衣50件、方便面60箱、榨菜20
箱、火腿肠15箱及其他物品，目前

已向5个防控点捐赠物资价值
28000元，发动职工捐款13500元。

“退休金虽然不高，但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们没能在一线战
斗，捐款助力是我们的一份心，不
要嫌少……”杨庄供销社11名退
休老党员自发组织到镇便民服务
中心捐款，共计捐款2800元。

莱芜区供销社、寨里供销
社、张家洼供销社、方下供销社、
孝义供销社、苗山供销社都分别
向驻地镇街防控点捐赠了现金
及大批食品、酒精、消毒液等防
控物资。莱芜区供销系统累计捐
款22450元，各类防疫物资折合
现金48000元。

督促全区各超市
做好防疫工作

同时，莱芜区供销社督促各

超市为员工统一配发口罩、体温
计、84消毒液、医用酒精、消毒喷
雾器、一次性手套等安全防护物
资，全力、全面地做好员工安全
防护保障工作。超市安排专人在
门口对顾客进行信息登记、体温
检测及酒精消毒，对超市地面、
购物车及各种营业设施每天都
进行多次消毒，并做好消毒记
录，为广大顾客创造一个安全、
卫生、舒适的购物环境。

3月1日，接到12345市民热
线反映赢都超市和庄店实行柜
台式经营不方便购物，莱芜区供
销社通过了解对来电人细心解
释柜台式经营是根据莱芜区疫
情指挥部决定设置的，并积极与
疫情指挥部、商务局汇报对接，3
月3日改变柜台式销售，严格实
行测体温和登记购物方式，极大
地方便了居民购买生活用品。

济莱城际公交恢复正常运营

牢记使命做奉献 助力疫情阻击战
莱芜区供销社积极服务“三农”保供应

在当前疫情防控非常时期，济南市莱芜区供销社系统干部职工坚决贯彻落实莱芜区委、区
政府及市社抗击疫情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保障供应、
服务“三农”为己任，用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彰显社会责任，传递社会正能量。

钢城法检两长“云端”开庭
推动网上办案提速提效

“云庭审”现场。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亓玉
飞 通讯员 赵超希） 近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工商银
行莱芜分行获悉，该行办公室（安
全保卫部）要求各支行严格执行
佩戴口罩、体温检测和物品消毒
工作。同时，押运公司每天对押运
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对押运车辆
每日进行消毒，并上报相关照片。

据了解，工商银行莱芜分行
制订了新型冠状病毒预防方案，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其
中，办公室（保卫部）对每日上班
人员进行记录，对到岗人员进行
监测，记录到岗时间和体温，做好
办公楼等人员密集场所开窗通风
换气，对电梯、空调按键和通风系
统管路等进行消毒，严格加强办
公楼、院内人员及车辆出入管理，
避免交叉感染。

工商银行莱芜分行办公室

（保卫部）按照省行要求严格做好
驻点保安和押运人员防疫管理，
制定疫情工作预案报备工商银行
莱芜分行。

值得注意的是，函件强调押
运公司每日对押运人员进行体温
测试，对押运车辆每日进行消毒，
并上报相关照片；要求驻点保安
人员每日上岗前进行体温测量，
做好防护工作，建立保安人员休
班回岗登记，确保外包人员身体
状况正常。

同时，工商银行莱芜分行各
支行按照要求对本辖办公、营业
场所全面消毒，每日不少于两次，
对辖内离行式自助银行安排专人
每日消毒液喷洒，严格做好营业
场所及办公区域出入控制，严格
执行佩戴口罩、体温检测和物品
消毒工作，为工商银行莱芜分行
战疫攻坚战打下良好基础。

工商银行莱芜分行的安保战疫

押运车辆每天都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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