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 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 左
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7% 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20% 左右。

岚山区 2014 年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4% 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1% 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 11% 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 5%
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 ‰
以内，全面完成节能减排等约束性
指标。

岚山区 2014 年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总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深
入推进产业集群化、全域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镇域特
色化“五化”发展，聚力突破招商选
资、项目建设、城市建管、民生保
障、生态建设“五个重点”，着力做
大做优经济总量，着力增强发展后
劲，着力强化环保措施落实，着力
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快建
设生态经济强区、打造文明宜居新
区，为实现“一个率先、六个岚山”
的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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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化玉军 李清

实施重点项目 64 个

完成投资 123 亿元

坚持“港口立区”发展战略，全力强化港口辐射带
动。加快建设日照港实华公司 30 万吨级油品码头、岚
桥港 30 万吨级矿石泊位等港口重点工程。建设通关
综合服务中心，规划临港商贸服务区，引领高端港口
航运服务业集聚发展。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启用港
口矿石皮带输运系统，完成山西中南部铁路建设，积
极推进岚山至洛阳输油管线、青日连铁路、岚临高速
公路等重大工程。

强力推进项目招引建设，实施重点项目 64 个，完
成投资 123 亿元。壮大钢铁、石化产业“千亿板块”，举
全区之力服务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确保安置区一
期具备入住条件、九年一贯制学校秋季启用，开工建
设二期工程，加快建设 11 个钢铁配套项目，积极推进
新三明 25 万吨乙苯苯乙烯等 15 个化工链条项目。不
断扩张食品药品、木材加工产业“亿元企业群体”，加
快推进恒瑞棕榈油深加工、金黄林木塑材料等 12 个
集群项目。

建立企业

“首席质量官”制度

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开创产业升级发展
新局面。设立 2000 万元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大企业
技术改造、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力争年内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千亿元。建立企
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培育名牌产品、著名商标。加快
科技创新步伐，新建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家、企业技术中心 5 家。加快建设冷链物流基地，推动
城区涉氨制冷企业有序搬迁，实现冷藏加工业集聚发
展、转型升级。

积极推进港口物流园、煤炭物流园等物流基地建
设，深入开展物流业综合整治，整合港口散货堆场，培
育龙头物流企业，构建现代港口物流体系。设立 500

万元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金融业改革创新。

投资 4320 万元实施

小农水重点县年度建设

投资 4320 万元，实施小农水重点县年度建设项
目，新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2 . 92 万亩。积极推进巨峰
河二期、龙王河治理和巨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小
微型水源工程 65 处，新增蓄水能力 32 . 8 万方。创新
水利设施维护管理模式，为农业发展提供可靠的水
利保障。组建农业生产资料龙头企业，完成粮食储
备库扩建工程，发放科学储粮示范仓 5000 个。实施
土地整理项目 14 个，新增耕地 4600 亩。

继续设立 2000 万元专项资金，深入推进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实施村庄“五化”工程，打造生态文明
村 71 个，新增造林面积 2 万亩。强化海域使用和海
洋环境管理，积极开展破损山体、工矿废弃地生态
修复，建设碧海蓝天、山青水秀的美丽家园。

建设安置楼 104 栋

保障性住房 2000 套

投资 9 亿元，实施城乡建设重点工程 40 个，切
实改善群众生活居住条件。完成城中村改造 1800

户，建设安置楼 104 栋、保障性住房 2000 套。实施圣
岚西路、安东一路、安东三路、玉泉一路硬化工程，
升级改造轿顶山路、安东二路，构建功能完备的城
市道路体系。

投资 4700 万元，启动绣针河治理二期工程，高
标准推进景观绿化，打造生态景观走廊。深入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 3 . 5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问题。

计划投资 3 亿元

建设教育工程 55 个

岚山今年计划投资 3 亿元，建设教育工程 55

个，25 万平方米。建成区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实
施职业中专扩建工程，升格为普通中专；完成续建
工程 6 个，新建乡镇中小学校 7 处，新建改建农村
幼儿园 12 所。

建设“12343”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和服务中心，建
成启用区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康复楼。新建乡
镇养老服务中心 4 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5 个、老
年公寓 1 .8 万平方米。严格落实尊老敬老政策，实施
银龄安康工程，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车。区财
政投入 736 万元，及时足额发放高龄生活补贴和 80

岁以上低保老人生活补贴。
张桂伟在报告中指出，岚山区将严格落实财政

预算管理制度，推动“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行政
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再压减 5%，把有限的资金用
在保障民生、支持发展上，努力打造人民满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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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日照市岚山区两会在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岚山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桂
伟在报告中指出，预计岚山区2014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8%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左
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2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左右，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11%左右，全面完成节能减排等约
束性指标。

岚山区2013年政府工作回顾

亿亿元元项项目目加加快快集集聚聚，，城城乡乡一一体体化化实实现现新新跨跨越越
本报记者 化玉军 李清

2013 年,岚山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90 . 5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下同)7 . 6%；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20 . 72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400 亿元、进
出口总值 80 . 2 亿美元，分别增长 9 . 14%、20%、11 . 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763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2636 元，分别增长 12%、13%，跻
身“全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第 76 位。

现代临港工业实现产值938亿

2013年，岚山港口实力加速提升。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
1 . 13亿吨，成功迈入亿吨大港行列。岚山港10万吨级散货泊位
投产运营，岚桥港30万吨级矿石泊位等港口重点工程顺利推
进，岚山口岸5000吨级以上泊位达到23个。钢铁、石化、木材加
工、食品药品四大临港工业实现总产值938亿元。

去年岚山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速年”活动，实施重点项
目51个，完成投资103 .6亿元。万方60万吨镀锌彩涂板等项目建
成投产，石大科技40万吨轻油改质、中博24万吨聚苯乙烯等项
目顺利推进。冠通木业指接板、联美食品深加工等项目基本
建成，木材加工、食品药品产业“亿元项目”加快集聚。积极开
展“招商引资促进年”活动，健全项目推进考核机制，招引项
目142个，完成投资86 . 2亿元，实际利用外资8049万美元，对上
争引资金8 .87亿元。

实施重点技改、农业结构调整

实施重点技改项目28个，完成投资46亿元，3家企业入选
省蓝色经济骨干企业，三木、鲁圣、阿掖山等一批企业规划实
施了扩能升级项目。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35亿元。新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1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3家，中楼镇被认定为山东省塑胶工业配套产品生产研
发基地。新增清洁生产企业10家，实施工程减排项目33个，完
成了节能减排任务指标。

深入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万千工程”，新发展茶叶、桑蚕、
黄烟等特色农业1 . 7万亩、浅海综合立体养殖6100亩。新建金
星生物动力农业示范园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6个、大型生态

养殖示范场8家，实施省海洋经济示范项目3个，被评为中
国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区。不断改善农业基础条件，顺利完
成小农水重点县年度建设任务，被评为省优工程。新建改
建水利工程389处，建成高标准农田3 . 7万亩。

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部完成

2 0 1 3年，岚山区全年民生支出达12 . 3 1亿元、增长
11 . 6%，占财政支出的60%，13件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全面
完成。

教育方面，全年投资2 . 3亿元，开工建设教育工程47个
18 . 3万平方米，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
力实施公共卫生服务提升工程，招聘专业技术人员44名，
被评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区人民医院加盟青
岛大学医疗集团，成功争创二级甲等医院。投资1300万元，
新建了高兴镇卫生院、黄墩镇卫生院。免费为380名白内障
患者进行了复明手术。

文化体育事业方面，岚山区文化服务中心主体竣工，
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60个，建成村居文化大院386个，配
建体育健身设施60处。组织群众文化活动800余场，承办参
加市级以上体育赛事38场，被评为山东省民俗艺术之乡、
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先进单位。完成了《岚山区志》送
审稿编写、尧王城遗址规划编制，海上碑遗址被列为第四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新增城镇就业5200人、转移农村
劳动力4100人。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9 . 99%，全年报销198 . 2

万人次、1 . 06亿元。区财政补贴1 . 5亿元，为2万余名达到退
休年龄的被征地农民办理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完成城建工程投资18 . 75亿元

2013年，岚山深入开展“城乡建设提升年”活动，完成
城建重点工程投资18 . 75亿元。修订了主城区控制性详规，
编制了9大项城市专项规划和6个重点片区修建性详规，完
成了镇驻地和生态文明乡村系列规划。新建安置楼72栋、
65万平方米，开工保障性住房2326套。

实施了厦门路建设和玉泉二路延伸工程，新增城市
道路15 . 5公里。投资8000万元，开工建设了巨峰水库调水工
程和岚山水厂一期工程。投资1600万元，实施了农村集中
联片供水和山区打井找水工程，解决了4万农村人口饮水
安全问题。区财政补贴300万元，开通了岚山经巨峰至高
兴、经黄墩至中楼客运班线，降低了区内公交、客运班线
票价，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客运一体化。

投资2500万元，建设垃圾中转站8处，配齐了垃圾清运
设施，在全省首批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镇村全覆盖。

政府工作水平得到新提升

2013年，岚山区扎实开展“作风建设优化年”活动，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排查整治“四风”问题。

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健全完善了行政监察、政务督查
机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62件、政协委员提案101件，满意
率达100%。办结行政审批事项6 . 8万件，压减时限20%。

严格规范公务接待，严控“三公”经费支出，行政事业
单位一般性支出统一压减了5%。大力开展国有资产清理
清查，制定了政府性基金、政府投融资、财政专项资金等
管理办法，廉政风险防范体系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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