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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力争生产总值增长11%，地方财政
收入增长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

莒莒县县22001144年年全全县县

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预预期期目目标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
均纯收入均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13%。

莒莒县县22001144年年全全县县

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总总要要求求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导，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转方
式调结构为主线，坚持实施“四大战
略”、“五大行动”，着力抓好重大项目、
产业园区、沭东新区、农村新型社区和
发展环境“五个建设”，健全完善社会
治理、生态文明和发展评价“三个体
系”，突出推动工业向高端高质高效提
升、现代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提升、服
务业向市场化多元化提升、城乡建设
向文明宜居提升、资源环境向绿色生
态提升、民生建设向和谐共享提升，全
面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加
快建设富裕和美莒县。

勤勤俭俭办办事事业业““三三公公””经经费费压压减减55%%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莒县2014年主要任务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1月12日，莒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开幕，莒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王
洪彩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她说，2014
年，莒县将加强政府建设，重点整饬“庸懒
散慢拖瞒”等行为，“三公”经费压减5%。

新注册民营经济实体 3229 户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8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2% 。“五大产业”总产值达到 343 亿元，占全县
工业的比重达 80% 。“十大工业企业(集团)”产值、主营业
务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60% 以上，新注册民营经
济实体 3229 户。

实施省级以上技术创新项目 18 项，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达到 1 4 6 . 8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35 . 7% ，提高 12 . 5 个百分点。

组建了山东省循环型低碳生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新建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

家，新注册商标 118 件、发明专利授权 18 件。

实际利用外资 9215 万美元

“十大工业企业(集团)”和其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两
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 0 6 亿元，比 2 0 1 1 年增长
108% ，实现两年翻番目标。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67 . 7 亿
元，晨曦丁辛醇等 4 个投资过 10 亿元项目加快推进，全

县确定的 82 个重点项目(工程)完成投资 80 亿元。
全年引进县外投资过亿元项目 22 个、过 5 亿元项

目 5 个。境外投资企业发展到 11 家，投资总额 4123 万美
元；全县实际利用外资 9215 万美元，增长 112% 。

新建三个污水处理厂

集中清理养鱼网箱 2 . 97 万只，关闭非法采矿点和石
材加工点 58 处，查扣撤离采砂船 146 条，整治不达标养
殖棚 1947 个，强制关停“土小”企业 116 家。

新建垃圾压缩转运站 14 处、配备垃圾箱 4076 个。新
增城市绿地 900 亩，完成成片造林 3 . 2 万亩，林木覆盖率
达 34 . 1% 。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2 个。

投资 6000 万元，完成日照中联等 5 家企业烟气脱硝
工程。

投资 3 . 7 5 亿元，实施防护距离内村庄拆迁安置
1352 户；投资 2 . 4 亿元，新建城北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
处理厂和碧波污水处理厂。

完成保障房建设807套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新增城镇就业8600人。实施被
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惠及群众 3 . 1 万人。为 60 岁以
上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 1 . 3 亿元。建成农村幸福院 37

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23 处，完成保障房建设 807 套，
发放廉租住房货币补贴 417 户。

投资 6104 万元，扎实推进校舍安全工程和乡镇中
心幼儿园建设。强化医疗保障能力，新农合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80 元。投资 216 万元，建成沭河公园
老年体育场。

取消废止 176 件文件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对 216 件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委员提案，及时分办、督办，办复率、满意率均为
100% 。

集中清理政策性、规范性文件 451 件，取消废止 176

件，审批时限压减 49% 。
依托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强化行政投诉监

察，规范村级财务事务“两公开一会审”管理办法，创新
完善县长公开电话、行风在线等投诉办理机制，创建为
山东服务名牌。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莒县 2013 年主要工作

完完成成农农村村房房屋屋确确权权登登记记 66 .. 88 万万户户

建设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

抓好总投资7 . 7亿元的22项城建重点工程，加
快房地产开发和商贸中心建设。投资2 . 1亿元，全
面实施沭东新区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工程。优
化城市公交网络，建设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

推进实施总投资3 . 2亿元的8条县乡道路建设
工程，打通新东环至寨里、桑园至旅游大道连接
线。投资1 . 2亿元，建设净水厂二期工程、峤山水库
引水管道。投资1 . 2亿元，规划建设沭东污水处理
厂和莒北垃圾处理场。

建设PM2 . 5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加强重点企业脱硫脱硝监控，抓好扬尘、机
动车尾气污染等综合治理，开展国Ⅳ标准汽油置
换工作，建设PM2 . 5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乡
镇、社区污水处理项目13处。

对环境污染“零容忍”。整治城区裸露土地26

万平方米，新增成片造林2万亩，全县林木覆盖率
达到35%以上。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新创
建国家级生态乡镇5个。

年内引进过10亿元项目2个

完善产业发展规划，理清传统产业调整方
向，推动化工壮大、机械突破、塑料升级、食品提
升、建材优化，着力培育蓝色经济和高新技术产
业，力争五大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完成企业
技改项目投资66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20%。力争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到80家、利税过
千万元企业达到45家。

年内招引过亿元项目10个、过10亿元项目2

个；“十大工业企业(集团)”每家企业力争新上1个
投资过亿元工业项目或技改项目。对全县确定的
总投资363亿元的82个重点项目(工程)，逐项分解、
落实责任、加快推进。

加快县经济开发区村庄搬迁和社区建设，规
划沿沭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进海右经济开发
区与刘官庄塑料产业园、浮来山海洋产业园对接
融合，拓展发展空间，力争两大园区开工建设投
资过亿元项目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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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1月12日，莒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洪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总结了莒县2013年的工作，她说，2013年，莒县在全市率先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10 . 4万亩、房屋确权登记6 . 8万间。

15亿元建设16项水利工程

着力打造滨河、环库、沿路特色高效农业带
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继续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场建设，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推广发酵床示范养殖棚100个。新增高效经济作
物面积2万亩、新建标准化养殖场12处，积极创建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建设，力争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 . 5万亩。
集中筹资15亿元，实施青峰岭水库扩容增效等16

项水利工程。

设立1000万元旅游发展专项基金

设立1000万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抓好重点
旅游景区、乡村旅游规划，以及旅游公共服务体
系专项规划编制。加快游客服务中心建设，重点
打造丹凤山、莒国乐园、莒国文化产业园等特色
景区。

依托浮来春酿酒、丝绸文化产业园等培育工
业旅游示范点，规范提升新世纪农业示范园、大
湖绿色蔬菜基地等省级精品采摘园，新创建3A

级以上景区、省级旅游强镇、旅游特色村各1处。
把莒文化元素融入产业发展规划，搞好传统

文化深度挖掘和重点文物保护开发。

改造棚户区住房1000套

坚持把“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健全完善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社会救
助体系，落实高龄老年人补贴政策，为80周岁以
上低保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改造棚户区住房1000

套。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机构建设，构建社会
化养老服务体系，新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67处、农村幸福院43处。

整饬“庸懒散慢拖瞒”等行为

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开通政务微博、微
信平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重点整饬“庸懒散慢
拖瞒”等行为，打造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
境。规范程序，严格依法行政。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和反对“四风”要求。勤俭办一切事业，

“三公”经费压减5%，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今年，莒县将投入16亿元，集中力量办好“12件实事”。
1、义务教育学校校舍标准化建设、文心高中建设和职

业学校扩建工程。
2、提高新农合筹资补助水平。
3、农网改造升级及广电双向网络改造建设工程。
4、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
5、免费实施妇女病普查、孕前优生检查和65岁以上老

人健康查体。

6、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建设运转及文体活动中心提升工程。
7、城区双水源供水工程。
8、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及民生金盾物联网防盗工程。
9、东部新区汽车站项目。
10、金融惠民工程。
11 、发放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

和百岁老人长寿补贴金。
12、社会矛盾调处网络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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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莒莒县县投投资资1166亿亿元元办办好好““1122件件实实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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