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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两两会会

全市生产总值增长9 . 5%

2014年，莱芜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市
生产总值增长9 . 5%，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增长9%，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工业增加
值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 3%，进出口总值增长
6%，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
在3 . 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0%，
全面完成省政府下达的节能减
排目标。

同时，莱芜市将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提高产业发展质量，
打造莱芜经济“升级版”。

培育“雪湖人家”等
旅游品牌

坚持提升传统产业与壮大
新兴产业并重，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出台有效扶持政策，加快
构建实力强、效益好、消耗低的
现代产业体系，挺起莱芜跨越
发展的脊梁。编制全市旅游发
展规划，培育“雪湖人家”等旅
游品牌，打造全省高端乡村旅
游目的地，支持雪野旅游区争
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同时，服务业要加快跨越
提升，重点扶持现代物流、文化
旅游、通用航空等产业，抓好五
矿钢铁物流园、铁路物流基地
等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服务业
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

年内新增中小企业
1600家以上

壮大一批龙头企业，围绕
机械制造、线材线缆、化工建材
等优势领域，支持企业扩大规
模，抢占市场，争当行业领军企
业。大力培植中小企业，健全创
业辅导、融资担保、人才培训、
技术创新等服务体系，推动中
小企业蓬勃萌发。年内新增中
小企业1600家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
不少于400亿元

提高专业招商水平，准确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强化产业
链招商、以商招商，坚持领导带
头招商、联合企业招商，增强招
商实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建
立覆盖立项、开工、投产全过程
的帮扶机制，年内竣工投产项
目达到10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不少于400亿元。

争取新增规模以上
创新型企业50家

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强化
政府引导，鼓励企业健全研发
机构，加大科研投入，全社会研
发经费占比达到2 . 4%；实施创

新型中小企业培育扶持计划，
争取新增规模以上创新型企业
50家；争创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院士工作站和产业技术
联盟8家以上。

争取新增挂牌企业
8家以上

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放宽注册资本、经营场所登记
条件，健全促进全民创业的体
制机制，年内私营企业、个体工
商户数量均增长12%以上；鼓励
企业开展直接融资和产权、股
权交易，充分利用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争
取新增挂牌企业8家以上。

抓好“无水港”和
海关保税物流中心建设

抓好“无水港”和海关保税
物流中心建设，搭建对外贸易服
务平台。积极实施“走出去”战
略，推进劳务合作和经济技术交
流。创新机制，用市场的手段办
好国际航空体育节，进一步提高
莱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推动济莱同城发展

做好济莱城际铁路规划论
证，建设济莱快速通道，降低高
速公路收费标准，畅通两地人
流物流往来；推动两市通讯并
网升级，积极争取区号统一，实
现广播电视频道交叉落户；统
筹两市户籍管理，逐步实现户
口网上迁移、异地办证和户籍

统一，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探索
两市社会保障关系无差别转移
接续，实现职业资格互认；推动
两市资源优化配置，在济南设
立莱芜特色农产品专营店，实
现两市旅游年票同城待遇，规
划建设济莱区域水网。

抓好城乡建设，
推进全域城镇化

启动高新区综合体、嬴牟
西大街北片区等重点部位开
发，加快城中村、厂中村、棚户
区改造；实施大汶河、孝义河、
嘶马河等综合治理，打造城市
水系景观；完善各组团之间的
路网规划，建设汶源大街中段、
胜利路中段等一批城市道路，
加快城区铁路电气化改造和货
场外迁；启动青兰高速、滨莱高
速、京沪高速莱芜段新建改造
项目，完成山西中南部铁路客
货站建设。

新增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120家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
业科技进步，加快高标准农田、
节水灌溉基地建设，抓好姜、蒜、
黑猪等特色品牌培育，提高农业
生产综合效益；扶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
展现代种养业，新增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120家，完成土地流
转面积2 . 5万亩。

新建4处污水处理厂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加强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和

城市扬尘整治，年内完成钢厂、

电厂等企业脱硫脱硝和除尘改

造，加快淘汰供暖和工业燃煤

小锅炉；明确黄标车禁行区域，

逐步淘汰黄标车；争取全市空

气质量比 2 0 1 0年改善 1 0 %以

上。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将新建

改造钢城、农高区等4处污水处

理厂。

新增造林5万亩以上

实施水系绿化、荒山绿化

等重点工程，广泛开展植树造

林，全市新增造林5万亩以上；

提升城市绿化水平，突出工业

企业、工业园区和城市裸露地

块的绿化，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到43%；抓好水源地保护，加强

对水土流失区域、破损山体的

治理修复。

强化反腐倡廉建设

强化对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重要岗位权力运行的监督

制约，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建设，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

程招投标、国土资源交易等行

为；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坚决纠正

各种不正之风；严肃查处各类

违纪违法案件，始终保持惩治

腐败的高压态势。

政政府府工工作作报报告告描描绘绘““五五个个莱莱芜芜””
提质增效，推进济莱协作区建设
本报记者 程凌润

莱芜市市长王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4年政府工作的总体目标：全市生产总值增长9 . 5%，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增长9%，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 . 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均增长10%。她强调，全市经济工作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着力推动工作指导重大转
变，把加快发展的立足点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上来，积极推进转调发展、协作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
加快建设实力莱芜、活力莱芜、魅力莱芜、生态莱芜、幸福莱芜，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全市生产总值达到650亿元

2013年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生产总值达到650亿元，增
长1 0%；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6 . 76亿元，增长1 . 7%，其中税收增
长6 . 1%，税收占比达到81 . 6%，提高
5 . 4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00亿元、增加值330亿元，分别增
长12%和12 .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进出口总值达到256亿元、24 . 4

亿美元，分别增长12 . 5%和14 . 7%；
交通银行落户我市，7家企业在齐
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非钢产业增加值增长17%，占
全部工业比重达到5 1%；现代物
流、乡村旅游等新兴服务业繁荣发
展，服务业占比提高到35 . 5%。

济莱协作区启动建设
莱芜市与省科学院、国家开发

银行山东分行、齐鲁证券等多家单
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科技、教育、
卫生、旅游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深
化，济莱城际快客正式开通。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新增8家省级创新平台，高密

度粉末冶金构件制备技术列入国
家“863”计划；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比达到17 . 4%,比年初提高1个百
分点；质量强市战略扎实推进，新
增7个省级名牌和著名商标，建成4

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落实
节能减排各项措施，万元生产总值
综合能耗下降3 . 7%，顺利完成年度
减排目标。

编制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总体规

划纲要编制完成，北部新城等片区
规划和部分专项规划加快修编。城
市污水处理率、天然气普及率、集
中供热率分别达到 9 0 %、7 3 %和
55%。开展“环保百日攻坚行动”，
水源地保护、大汶河整治、扬尘治
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出境断面水质
稳定达到南水北调标准。

新建高标准农田9万亩
积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省级

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精细菜、黄
烟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新建高标
准农田9万亩，新增“三品一标”农
产品19个；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分别达到104

家、1023家和50家；建成129个标准
用电村，实施100个村综合整治，完
成1500户农村危房改造和8000户
社区住房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实现全覆盖；镇域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镇级财政收入占全市比重达到
40%，9个镇(街道)过亿元。

莱芜全省审批事项最少
莱芜市落实行政审批“两集

中、两到位”，行政审批事项由485

项削减到97项，成为全省审批事项
最少的市；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推进53个部门“三公”经费
公开。

回顾2013

【数字莱芜】

市长王磊作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 郭延冉 摄

2013年实现生产总值

650亿元，增长10%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480亿元，增长2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6亿元，增长12 . 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980元，增长9%

农民人均纯收入

11970元，增长10%
● ● ● ● ●

2013年，莱芜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6761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增长1 . 72%。其中：税收收入381497万元，占
调整预算的100%，增长6 . 07%；非税收入8611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下降23 . 77%。全市财政支出完成758101万
元，占预算的100%，增长13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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