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青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县长刘忠远作政府工作报告

年年内内重重点点项项目目投投资资8800亿亿元元以以上上
5日，高青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县长刘忠远作政府工作报告。刘忠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高青县今年的主要要预

期工作目标是：全县生产总值增长10%；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16%；各项约束性指标均控制在省、市下达的计划目标之内。

新引进过亿元项目26个

2014年，积极扩大对外开
放，一方面引进外来企业直接
投资，一方面吸引有实力的外
来企业对现有企业进行重整重
组，充分借助外力谋发展。着力
引进对县域经济能够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的大项目好项目，力
争年内新引进过亿元项目 2 6

个，过5亿元项目3个，引进到位
外来投资25亿元以上。

重点项目投资131亿元

在继续抓好去年项目续建
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年度计划
投资131亿元的74个重点项目，
严格落实项目包建责任制，建
立强有力的项目建设推进机
制、要素保障机制和督促考核
机制，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力争年内完成重点项目投资80

亿元以上。

培植工业三大增长极

改革完善扶优扶强的各项
政策措施，着力培植工业三大
增长极，以生物工程、精细化
工、纺织服装、磁谷风电、新医
药、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
产业为重点，高起点定位、高标
准规划，培育优势产业集群。

确保石化新材料产业产值
突破100亿元，力争食品与生物
工程产业产值达90亿元。积极

深化油地合作，力争油田新打
油井80口以上，并在油地共建
基础设施、公司化开发、服务外
包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引进高层人才百名以上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
要建立完善吸引和留住人才的
政策和机制，着力抓好企业家、
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三
支队伍。探索实行灵活的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的收入分配机
制，年内引进高层次人才100名
以上。

做大做强黑牛产业

以山东黑牛为龙头，构建
完善现代循环农业高青模式，
支持黑牛龙头企业向工业化及
三产迈进，大力发展规模化养
殖小区，构建从标准化粮食生
产到健康养殖，农业废弃物处
理，再到绿色种植的“回型产业
链”高效生态现代循环农业体
系，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力争年内引进能繁殖母牛2

万头，山东黑牛存栏达到6 . 7万
头，新建改建500头以上规模养
殖场9处。

完善农业设施建设

积极应对极端灾害天气，
抓好总投资5亿元的现代水网
体系建设工程，计划3年将全县
沟渠全部改造疏浚一遍，实现

旱能浇、涝能排，从根本上解决
洪涝灾害问题。

年内投资2 . 6亿元实施两大
引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三期工程、节水灌溉示范县等
项目，完成支脉河、杜姚沟、青
胥沟、干二排等重点河道治理
任务，按照“两统筹、一分流”的
原则，打造灌排与景观相结合
的现代水网体系。

再实施改造58个村

“南进、北改、西扩”，深入
推进城区3年倍增工程。南部新
区实施太公大道、国井大道及
北支新河大桥等基础设施项
目，争取年内开工南部新区学
校、医院、文化中心等项目。同
时搞好老城区改造提升，建成
天水营丘、亿丰时代广场、大文
昌阁等一批城市综合体和公用
设施项目。

加快实施“百村改造计
划”。力争再实施改造58个村，
新建社区106万平方米，转移安
置2 . 7万人。

改造村级公路300公里

2014年，计划年内投资1 . 9

亿元改造村级公路300公里；投
资1 . 3亿元实施田兴路、刘杨路
等县乡公路和危桥改造。

积极争取李中路列入省道
升级改造。实施客运站搬迁，加
快城乡客运一体化，全力推进
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建设。

建设新五中，搬迁二中

深 化 教 育 领 域 综 合 改
革，全面推进教育质量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探讨实施校
长 职 级 制 和 职 称 弹 性 聘 任
制改革。

建设新五中，适时启动二
中搬迁。

力争开工建设新妇保院

继续深化县级医疗机构改
革试点，抓好托管经营、合作共建
及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医等创
新模式，力争开工建设新妇保院，
推进县二院迁址新建、新华医疗
集团与中医院合作共建项目，提
升全县医疗服务水平。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重点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引导扶持社会力量参
与养老事业，大力推进社区养老
和农村幸福院建设。完善覆盖城
乡、政府“兜底”的社会保障体
系，确保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养
老、医疗保险制度健康运行。

政府工作报告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做出规划

民民生生大大项项目目让让居居民民很很期期待待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继续深化县级医疗机构改革试点、重点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2014年，高青县在推进民生工作中推出诸如此类的具体措施，颇让高青县人民期待。

5日，高青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本报通讯员 吕正涛 摄

高青县县长刘忠远作政府
工作报告。 本报通讯员
吕正涛 摄

GDP165亿元

2013年，高青县预计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65亿元，增长
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2754

元和10130元，均增长15%。

65亿元

年初确定的总投资300亿元
的80个重点项目，开工72个，开工
率90%，完成投资65亿元。

销售收入285亿元

预计全年139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5亿元、利润19

亿元、分别增长10%、12%。产值过亿
元的企业62家，其中过5亿元的企
业达到15家，比去年增加3家。

新打油井86口

支持油田新打油井86口，油
田企业预计上缴税金4 . 1亿元，通
过推进油地合作体制机制创新，
实现从油田经济向服务外包等非
油经济延伸，中油天然气项目实
现运营。

5 . 5万头

全县山东黑牛发展到5 . 5万
头，百头以上规模养殖小区发展
到89处。高青县被中国畜牧业协
会授予“中国黑牛城”称号。

22种绿色食品认证

精品蔬菜、西瓜、西红柿、食
用菌、健康水产养殖等标准化基
地建设顺利推进，22种农产品申
请绿色食品认证。

7 . 7万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
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
记工作顺利推进。推广蓑衣樊村、
张巩田村等土地流转模式，全县
累计流转土地7 . 7万亩。

12个项目

加强服务业发展载体建设，
成功引进银座、大商新玛特等商
贸名企，投资6亿元的亿丰时代广
场、投资8亿元的国际商贸城等12

个项目列入市重点服务业项目。

118个村

积极推进城中村、城郊村和
旧村改造，开工建设安置房7000

余户，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涉及
2 . 3万人，大芦湖片区38个村合并
为6个新社区开工安置楼房89幢，

“百村改造计划”累计达118个村，
旧村改造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

340万株

实施“水绿高青”建设，全长
43公里的环城水系全部贯通，建
成环城绿廊55公里，新植各类苗
木340万株，新增绿化面积800公
顷。完成造林1 . 2万亩，林木覆盖
率达到31%。

13 . 5亿元

预计全年财政用于民生的支
出达到13 . 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
的74%，增长11 . 5%，财政对民生支
出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增强。

数字2013

●“我县银行存贷款余额
双双过百亿，固定资产投资过
百亿，公共预算收入过十亿，农
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均实现
历史性突破，标志着县域经济
综合实力迈上崭新的台阶。”

●“渤海活塞搬迁扩产列
入省重大项目，已开工建设，富
欣生物功能性低聚果糖、布莱
凯特高档肉牛精细分割、上开
化学水性原色乳液、金洋药业
生物多糖等17个项目列入市重
大项目，为历年来最多的一
次。”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高青的发展
仍处于爬坡赶超的关键时期，
我们目前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
问题，主要有：产业结构不合
理，工业缺乏财源支柱型大企
业大项目支撑，工业体系布局
面临大调整、大改革、大开发，
现代农业发展面临许多制约因
素，体系不够完善。”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
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
求。我们将按照中央和省、市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部署，
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扎实有序
推进各项改革，加强法治政府
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用改革创
新精神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

本报记者 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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