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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昨闭幕，李洪峰强调———

保保障障改改善善民民生生给给群群众众更更多多实实惠惠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记者

侯峰) 泰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预定的
各项任务，10日上午在泰山影剧
院胜利闭幕。

10日上午，大会举行第三次
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李洪峰、
林华勇、刘汉玲、滕先森、孙运飞、
尹衍祥、张甲士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

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的
领导还有：王云鹏、白玉翠、辛显
明、陈刚、刘卫东、张宏伟、张志
华、赵明东、郭德文、徐国乔、周
静、陈湘安、展宝卫、白雪梅等。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到会的
416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补选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按照有关规定，补选的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由大会主
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大会依次表决通过了市十六
届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城乡建
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侨务

外事旅游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按照有关规定，市十六届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大会
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大会经过表决，依次通过了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泰安市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4年计划的决议、
关于泰安市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4年预算的决议、关于泰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泰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洪峰发表重要讲话。李洪峰
指出，刚刚过去的2013年，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及全体代表紧紧围
绕推进富民强市、建设幸福泰安
的奋斗目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履职有为，坚持改革创新，在
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全市呈现经济稳中向好、社会
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好局面。
李洪峰强调，2014年是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
完成“十二五”规划任务的关键一
年。对于今年的工作，市委十届五
次、六次全会，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以及这次人大、政协两会都作了
具体安排和部署。要统一思想，准
确把握，明确责任，抓好落实。要
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紧紧
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改革
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和各个环节，坚持运用“腾笼
换鸟、凤凰涅槃”的思路和办法，
打好转方式调结构攻坚战，更加
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
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在发展中得
到更多更好实惠。

去年预计实现
生产总值2820亿元

2013年，经济保持平稳增
长，需求拉动作用较强。预计
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820亿元，
增长10 . 6%左右。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预计
全市粮食收获面积614 . 3万亩，
总产308 . 7万吨，实现“十一连

丰”。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1416亿元，比年初增加189亿
元。全市新增重点服务业企业
186家。文化旅游业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太阳部落、刘老根大
舞台、泰山地下大裂谷等一批
文化旅游项目建成运营，预计
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4836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41亿
元。泰安被列为国家首批新能
源示范城市，泰安高新区被列
为国家首批分布式光伏发电
示范区。

泰安列入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宁阳县、东平县列入山
东省西部经济隆起带，研究
制定了贯彻落实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
和支持宁阳县东平县在西部
经济隆起带中加快发展率先
崛起的16条措施，争取全省

“一圈一带”建设专项资金项
目及贷款贴息项目77个。新泰
市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国
家中部地区政策、资源枯竭
城市转型得到较好落实。

全市用于教育、社会保

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
障等民生支出达143 . 5亿元，
占公共财政支出的55 . 4%。在
全省率先建立了城镇居民大
病医疗保险制度。居民收入
稳定增加，预计市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8225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11500元，分别增
长10070左右和13%左右。

今年注重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
据了解，2014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为，生
产总值增长9 . 5%左右，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增长11%左右，把
工作重心放到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上。

在招商引资上，引导资金
更多地投向现代服务业、社会
民生、文化建设、农林水利、高
新技术产业、工业结构调整和
技术改造、能源工业、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等八大重点领域，
抓好104国道泰安西线改建工
程、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60万
吨LNG装备等一批重大交通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服务业上，重点培植泰

山物流园区、泰安快递物流
园区等10大物流园区和新汶
矿业集团物资供销有限责任
公司、山东泰安交运集团物
流中心等10大重点物流中心
(企业)建设。加快推进奥特莱
斯现代服务业项目、中青旅
泰山龙曦国际旅游度假地、
泰山国际金融中心、云谷互
联网产业园、中富宏泰等现
代服务业项目建设进度。

生态方面，东平湖、大汶河
等重点流域将加强污染防治，
加快泰安第二污水处理厂、新
泰市循环经济园区污水处理厂
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
施泰安市大气污染防治“蓝天
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实施18个
火电机组烟尘治理工程，加强
机动车排气管理。推进省级生
态乡镇、生态村建设，年内新增
省级以上生态乡镇6个、市级以
上生态村30个。加快柴汶河、天
泽湖、康王河等一批人工湿地
水质净化工程。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记者 侯
峰 通讯员 孙文献) 2013年9月，
泰安市政协选聘10人担任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工作顾问。近日，他们
应邀列席了市政协十二届三次全委
会议，积极为泰安的经济社会发展
建言献策。

“我希望以后能为泰安服务业
走向国际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努力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澳意国
际总裁杨朝晖在加拿大从事旅游、
酒店等行业20多年，对酒店管理有
着丰富的经验。2013年9月，泰安市
政协选聘了杨朝晖等10人担任港澳
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工作顾问。今年
的两会上，他们应邀列席了市政协
十二届三次全委会议，还参加了大
会分组讨论。

杨朝晖说，现在酒店服务已不
是单一地由铺床扫地，更需要从客
人需求出发，通过酒店信息化管理，
满足客人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

蒋明是《欧洲华人报》总编，曾
多次参加中国举办的文化、经济推
介会。“泰安是旅游城市，营造良好
旅游环境至关重要。游客来泰旅游，
看到整洁道路、干净的出租车等，才
会觉得泰城与‘优秀旅游城市’称号
相匹配。”蒋明说，要进一步提升城
市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城区开发建设的空间较
少，城镇化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推进城镇化发展需要更加
科学合理的规划。”王振明是香港山
东商会副会长，他提出目前国内城
乡发展不协调、城乡规划不合理的
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了土地资源浪
费。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土地管理制
度，明晰土地产权，规范土地的使用
和流转，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推动
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 (记
者 侯峰) 10日，经表决，市
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泰安市2013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2014年预算的决议。据
了解，去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
中民生支出达143 . 5亿元，占
则政支出的比重为55 . 4%。其
中，用于“10件实事”的财政投
入达24 . 8亿元。

据统计，2013年全市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168 . 8亿元，完
成预算的100 . 2%，同口径比上
年增长0 . 16%，其中税收收入
118 . 4亿元，增长4 . 4%；全市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259 . 1亿元，
完 成 预 算的 1 0 2 . 5 % ，增长
6 . 8%，其中灶内支出203 . 4亿
元，完成预算的104 . 7%。按现
行财政体制，当年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加税收返还性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
付、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上年
结余、调入资金，减体制上解、
调出资金及专项上解，全市公
共财政预算总财力为272 . 6亿
元，减去当年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年终滚存结余13 . 5亿元，
其中结转下年支出13 . 3亿元，
累计净结余2066万元。

2013年泰安市坚持为民理
财、民生优先导向，对存量资
金通过整合资源，最大限度调
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
出占比；增量资金优先满足民
生政策扩面提标、不留缺口，
确保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全市仅公共财政预算中
用于教育、农林水事务、社会
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
保障的民生支出就达143 . 5亿
元，增长6 . 1%，占财政支出比重
为55 . 4%。用于“10件实事”的财
政投入达24 . 8亿元。

2014年全市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安排187 . 4亿元，增长
11%，其中国税、地税部门组
织的地方收入分别增长12%

和15%。加上预计税收返还性
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
转移支付、上年结转、调入资
金，减体制上解及专项上解，
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为
285亿元。按照收
支平衡的原则，安
排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285亿元，增
长10%，其中灶内
支出安排219 . 6亿
元，增长8%。

去去年年超超五五成成财财政政支支出出用用于于民民生生
财政投入24 . 8亿元办好“10件实事”

生生产产总总值值预预期期增增长长99 .. 55%%
更更加加注注重重质质量量和和效效益益

大会经过表决，依次通过各项决议。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市政协10名顾问
建言经济发展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工作顾问听取工作报告。

10日，市十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泰安市2013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14年计划的决议。
据了解，2013年，预计全
市实现生产总值2820亿
元，增长10 . 6%左右。2014
年，市政府将紧抓招商引
资、服务业发展，生态环
境改善等工作，把重心放
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上来。

本报记者 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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