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韵古风 魅力博平

博平镇位于茌平县西部，江北水城北
郊，镇域88平方公里，辖75个行政村，5 . 6万
人，8 . 8万亩耕地，是茌平西部经济、文化、
交通中心。

历史悠久:春秋设博陵邑，西汉置博平
县，境内有孔子回辕处、四照楼、仰山书院
等名胜古迹10余处。特产博陵大枣、十孔莲
藕久负盛名。

交通便捷:位于国道309、省道316线交
汇处。济邯铁路、济聊高速公路境内贯穿，
东距县城13公里，南距江北水城11公里。

环境优美:是国家级生态乡镇，空气优
良，环境优美，被誉为茌平“西花园”，聊城

“北大门”。徒骇河依镇纵贯全境，常年清水
充沛。西新河为天然蓄水库，工农业用水充
足。

功能完善:城区水电路绿亮设施齐全，
“金融、医疗、学校、交通、运输、餐饮、休闲”
等功能完善。

前景广阔 :全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
示范镇享有资金、用地、扩权强镇等优惠
政策。处于市委、市政府确定的聊茌东‘大
三角’接点，县委、县政府确定的“茌博经济
隆起带”，这些都为博平的快速发展创造
了良好机遇，博平成为省、市、县重点项目
的集聚地，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镇
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
全国食用菌行业先进乡镇
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单位
国家级生态乡镇

科学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示范先行，千年古镇焕新颜

——— 茌平县博平镇“实施二次创业、贡献跨越赶超”的生动实践

千年古镇博平，春秋设博陵邑，
西汉置博平县，大禹、孔子、晋文公
留下足迹，李白留有诗篇，是全国综
合改革试点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
范镇、山东省中心镇、山东省文明村
镇，309国道、316、257省道在此交
汇，济邯铁路、济聊馆高速公路贯穿
全境，是茌平县西部经济、文化、交
通中心。总面积88平方公里，总人口
5 . 6万人，辖75个行政村。被确定为
全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示范镇以
来，博平镇注重规划引领，完善配套
设施，打造生态环境，不断加快县域
次中心建设步伐，全镇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迅猛强劲。在山东省“百镇建
设示范行动”示范镇建设中，博平镇
坚持“产业兴城、产城融合”思路，新
型城镇化建设独树一帜，受到了市、
县领导的充分肯定。

高点定位，规划先行建设美丽博平

博平镇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
“百镇建设示范行动”示范镇后，镇
党委政府及时创新思路、方法，新型
城镇化建设迅猛提速。

高点定位，科学谋划，绘就示范
镇建设新蓝图。博平镇坚持以全局
的眼光谋划城镇发展，以精细的标
准提升城镇品质，以滨水的优势彰
显城镇特色，工作中具体做到：把握
一条主线，高起点编制《博平镇总体
规划(2012-2030)》，从聊城市卫星
城镇、茌平县域次中心对博平镇进
行科学定位。突出两个重点，塑造历
史与现代两张形象名片，老城区展
现博平历史文化、人文风貌，滨河新
城展现滨水优势、现代气息，统筹规
划，同步建设。实施“三园一体”，滨
河公园、南莲池公园、博陵大枣观光
园，三足鼎立，相得益彰。推进四区
建设，物流集散区、高新技术区、观
光农业区、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

加大投入，夯实基础，加快示范
镇建设步伐。今年来，累计投资2亿
多元，先后启动镇区道路绿化、亮
化、给排水改造和污水处理厂、垃圾
中转站等重点工程，形成“三纵四
横”城镇交通网，高标准建设东西部
两个水厂，依托信发集团热力资源
和境内厚德天然气公司，供热、供气
条件大幅度提高，建设四照楼、仰山

书院、泰山圣母行宫等地域景观，南
街、西街、小中铺街等仿古商业街初
具规模，古楼新村、兴博园、毓秀苑、
聚星苑、城南社区等社区相继建设，
超市、物业、健身广场等服务设施同
步配套。城区街道副道进行铺装硬
化，规范地名标志，沿街门市牌匾统
一风格，路灯、公益广告整齐划一，
文明城市、文化小镇氛围浓厚。

立足优势，把握机遇，开发徒骇
河建滨河新城。依托境内北流入海
的徒骇河做好“水”文章，借助聊城
建设世界运河文化博览园的机遇，
实施一河两岸开发，建设滨河新城
和滨河公园。滨河新城跨徒骇河两
岸，占地3300亩，总建筑面积120万
平方米，总投资80亿元。以“生态，休
闲，养生，疗养”为主体，着力打造

“一脉，两岸，三片区”的生态疗养新
城区。滨河公园长1300米，宽340米，
总投资2 . 6亿元。以徒骇河为景观轴
线，规划具有休闲养生、现代自然、
绿色生态的4A级景区。“金柱和佑
尊长园”项目是上海和佑集团与山
东金柱建设集团联合建设的老年颐
养中心，是滨河新城综合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占地569亩，总建筑面
积26 . 6万平方米。金柱和佑尊长园
是一个集医疗、护理、养老、休闲为
一体的星级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
人提供“养、护、康、疗、娱、学、交”全
级别、全方位的服务。

其中，千岛山庄、4A级景区滨
河公园、滨河大道、金柱和佑颐养中
心、博陵社区等大型城建项目正在
紧锣密鼓加快建设。

产城融合，双轮驱动造就经济强镇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
民进城，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
镇化，是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
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
务。”说起新型城镇化建设，陈峰侃
侃而谈：“城镇化建设一定要与产业
相结合，做到产业兴城、产城融合，
如果没有产业做支撑，城镇化就会
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发展建设中，博平镇坚持工业
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扩大总量与
调优结构两措并举，一产抓调整，二
产抓升级，三产抓膨胀，以增量带动

结构优化，以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使
产、城发展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重点项目强力带动。博平镇党
委政府狠抓工业强镇战略不放松，
把工业经济作为立镇之本、强镇之
基、富民之要。按照传统产业新型
化、新兴产业规范化的思路，推进工
业经济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壮大，机
械加工、铝制品、纺织、汽车配件等
产业集群规模不断膨胀，新能源、高
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不断发展，
其中投资4亿元的一鸣玻璃与上海
耀华上市公司合作项目，年产量达
到200万平方米,销售收入6 . 5亿元，
利税达8000万元。厚德天然气公司
是聊城市在乡镇开口的燃气公司，
可同时供县工业园区工业及博平周
边十几个乡镇生活用气，同时开展
LNG、CNG等业务，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10 . 2亿元，利税1 . 5亿元。全镇
有民营企业16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28家。另外，博力、华晨等机械
加工业和星奥、融辉等铝产品深加
工业规模不断膨胀。“实施二次创
业，贡献跨越赶超”以来，博平镇加
快招商步伐，在巩固扩大传统产业
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抓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不断引进投资强度
高、科技含量高、财政贡献率高的

“三高”项目，既保证了量的扩张，又
得到了质的提高。2013年全镇新引
进项目16个，其中不乏一些顶天立
地的大项目：比如10至30亿元的舜
海物流项目；30至50亿元的保华金
柱项目；50亿元以上的千岛山庄项
目等。原有的博力、华晨机械和星
奥、融辉铝产品深加工业等传统产
业在“二次创业”中不断自我加压，
自我发展，规模不断膨胀。

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作为千年
古镇、老博平县驻地，博平镇有着基
础设施和交通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博平镇位于茌平县西部，江北水
城北郊，国道309、省道316、257线交
汇处。济邯铁路、济聊高速公路境内
贯穿，徒骇河依镇纵贯全镇，被誉为

“茌平西花园，聊城北大门”。交通区
位优势催生了博平舜海、瑞昌源、德
帮、保华等物流企业快速发展。保华
金柱物流总投资40亿元，以百吨列
集装箱办理为主体的现代化综合物

流园区，年销售收入120亿元，利税
30亿元；舜海物流年可实现销售收
入362 . 6亿，利润总额72 . 5亿元，税
收2亿元。该项目是茌平县第二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合作
的项目，位于茌平县博平镇南环路
309国道南侧，包含商务办公区、仓
储区、运输企业办公作业综合区、配
套生活区以及大型停车场等，建成
后还将设置功能齐全、设备完善、具
有先进水平的信息中心、结算中心、
交易中心以及汽车配件大市场和汽
车销售中心等,配备现代化的物流
服务功能，将成为商务办公、高新技
术、物流速递、仓储分拣和开办小微
企业的黄金地段。优越的区位优势，
蓬勃发展的物流产业集群，博平将
形成规模大、效率高、多元化、多方
式的物流产业链，将推动聊城乃至
山东省物流业及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稳步推进。农村经济
活跃与否，是农民幸福指数的晴雨
表。博平镇按照“优粮、强菜、促果”
的基本思路，通过政策推动、宣传发
动、典型带动等措施大力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突出发展优质、高产、高
效特色农业。建成博陵大枣、黄花
菜、棚菜、食用菌四大基地3万亩，大
牲畜规模养殖场280余处，水产养殖
5000余亩，大棚葡萄1000多个。千亩
博陵大枣生态园，是江北水城大枣
采摘节主办地。食用菌专业村达到
30多个，年产鲜菇4 . 5万吨；全镇多
种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60%以上。

做实服务，干事创业助推跨越发展

“在各地竞相发展，纷纷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抢占发展先机的大环
境下，大家招商的政策都差不多，但
招商的结果却不尽相同，原因就在
于招商引资的环境、干事创业的氛
围有所不同。”陈峰说，今年以来，博
平镇大项目接踵而至，除了博平具
有独有的优势外，还与博平镇党委
政府一班人及所有工作人员干事创
业的精神不无关系。
在对待项目建设上，博平镇的各项
工作措施规定的可谓是既严格又严
厉，全镇上下人人都有责任担子，一
切都为项目建设服务。一是落实责
任，每个项目坚持“一个目标，一个

项目部，一支队伍，一套制度”，将任
务分解到人，兼顾日常工作和项目
建设，双岗双责。二是督察督办，一
个项目建立一套档案，实行一日一
查，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三是
实行倒排工期、限时办结制度，未按
时完成任务的要落实问责。四是推
行一线工作制度，发扬“5+2”、“白+
黑”、“晴+雨”精神，做到“一线办公、
一线协商、一线调度、一线解决问
题”，领导带头现场办公，牵头单位
协助施工单位倒排工期，安排技术
技术人员全天候跟踪指导、监管项
目建设，现场及时解决和处置影响
施工的问题，确保工程安全、质量和
进度按计划安排有序推进。五是引
进社会资金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通
过引进山东金柱集团等吸引社会化
投资，形成多元化投入，滚动式开
发、规范化管理的运作机制，有效解
决资金的瓶颈制约，同时切实增强
城建工作的凝聚力，充分发挥各部
门的能动性，引导大家齐心协力抓
城建，坚持拆迁过程中讲法讲度讲
和谐，建设过程中便民利民不扰民，
最大限度地赢得群众的理解、配合
和支持，真正形成上下联动的强大
合力，推动城镇建设任务的圆满完
成。同时，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有
关规定，切实规范收费和执法行为，
落实项目建设收费减免、优惠政策，
全力改进服务环境。

不仅如此，今年来，博平在完善
城市配套设施的同时，倡导低碳环
保生活，致力于生态文明镇建设。目
前，城区水、电、路、绿、亮等设施齐
全,金融、医疗、学校、交通、运输、餐
饮、休闲等功能完善。全镇75个村
100%推行了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
护，建设了垃圾中转站，建立了村级
保洁队伍，推行“户集、村收、镇运、县
处”的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模式，建设
了污水处理厂，城区和镇域社区污水
处理率已达85%。天然气已经通达博
平镇区，今年还与信发集团签订了供
热合同，设计正在评审。低碳环保、生
态文明、宜居幸福的新博平正乘着

“二次创业”的东风，行进在跨越赶超
的大道上。这座千年古镇的蝶变，让
观者仰慕，闻者向往，让全镇居民深
刻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谢会明

党委书记陈峰向市县领导汇报城镇化建设工作

市人大代表、茌平县博平镇党委书记陈峰祝“两会”胜利召开

山东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示范镇
山东省环境优美乡镇
山东省十大生态旅游名镇
山东省文明乡镇
山东省中心镇
聊城市“十五强乡镇

一鸣玻璃集团 滨河新城鸟瞰图舜海物流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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