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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造造林林 55 万万亩亩，，推推进进““森森林林五五莲莲””建建设设
政府工作报告规划 2014 年五莲县发展蓝图

大力繁荣社会事业。坚持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
教育和学前教育并重，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各类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善提升医疗基础设施，县疾控中
心和县妇保院综合楼投入使用，洪凝医院迁建完成，改
造部分乡镇医院业务用房。倾力办好十项惠民工程。

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社会保险扩面征缴，
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全面落实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险待遇。实施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
轨，提高政府补贴额度。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开工建
设社会福利中心三期工程。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600

套，改造棚户区 1400 户，新增低保、特困住房困难家庭廉
租补贴发放 200 户。实施惠残工程，残疾人托养中心投入
使用。

努力推进生态文明。以创建省级文明县为目标，深
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扎实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
年内实现全覆盖。认真落实最严格的环境源头保护制
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努力让五莲的山更
青、水更秀、天更蓝、地更绿。

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600 套

招引过亿元项目 20 个以上

坚持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年内新招引过亿元项目 20 个以上，招商引资到位固定
资产投资 20 亿元以上；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8 亿元，其
中专项资金 6 亿元以上。

做大做强五征集团及其配套企业，完善五征集团
专项服务机制，推动五征集团向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变，
年内实现产值 190 亿元，带动形成 400 亿元级的车辆及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快五征配套企业产业园建设，提
升产业集聚能力，年内入园企业 5 家以上、实现产值 10

亿元以上。
全力培植壮大骨干企业，扶持十大骨干企业或企

业集团，坚持一企一策，打造年销售收入十亿元以上的
企业集群；新组建省级企业集团 6 家。引导、支持企业
加大新上和技改投入，实施投资过千万元新上和技改
项目 90 项，完成投资 42 亿元。

立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年
内新发展茶园 3000 亩、桑园 2000 亩、设施蔬菜大棚 250

个，落实黄烟面积 4 万亩。发挥世丰农业、裕利蔬菜示
范带动作用，将农业奖补资金更多地向农业产业化倾
斜，扶持延伸农产品加工、销售链条。提高农民组织化
程度，年内新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50 个、家庭农场 5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行政村全
覆盖。

完善提升农业基础设施。龙潭沟水库工程全面建
成，河西和小王疃 2 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完成主
体，实施好 69 座小(2)型水库除险加固以及小流域治
理、坡耕地整治、水系生态建设、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农村自来水等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深入推进“森林五莲”建设，年内新增造林 5 万亩，
森林覆盖率再提高 2 个百分点。探索设立“森林五莲”
建设基金，建立林果管理长效机制，加大管理和技术服
务力度，提高林果成活率和保存率。

新增造林 5 万亩

旅游总收入增长 30% 以上

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发展全域旅游、打造全景五莲
为主攻方向，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业提档
升级。提升景区档次和综合配套服务水平，“两山”索
道、五莲山游客服务中心、黑虎山狩猎场实现运营，龙
潭湖旅游度假区、九仙山南麓片区等项目开工建设，启
动五莲山景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地质公园创
建工作。

加快管帅旅游度假区配套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
争创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大青山景区争创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提升乡村游竞争力，年内争创 2 个省级旅游
强镇、4 个省级旅游特色村。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推动
旅游景区“捆绑”营销，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提高五
莲旅游知名度。全年旅游总收入增长 30% 以上。

开展 58 项城建重点工程

加速县城扩容提质，以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为抓手，着
重围绕新区拓展、旧城改造、城市功能完善三个重点，实
施总投资 15 亿元的 58 项城建重点工程，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的特色山城。高标准编制城东新片区规划，以东延北
京路、文化路、济南路、青岛路等道路为重点，启动河东新
片区开发建设，推动县城东向拓展、跨河发展。完善城市
功能，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抓好文化市场建设，水韵游泳
健身馆、博物馆投入使用。

加大园区开发建设力度。以建设一流产业新城为目
标，大力推进市北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
发展环境，增强园区发展活力。城北工业区建成启用污水
处理厂，建设配套园区，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 亿元
以上。

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加快街头省级示范镇、潮河市
级示范镇建设，完善提升镇驻地基础设施，增强小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着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年内新
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22 个。

加快推进百大商贸城等在建项目，银座商城、紫云会
馆年内全面运营；规划建设城南汽贸城、石材物流园及钢
材、农资、农产品等专业批发市场，年内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5% 和 13 . 5% 以上。

进行 9 项道路建设工程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投资 2 . 1 亿元，实施 334 省道至
龙潭湖连接线、狩猎场专线、温泉路、汪黄路部分路段等
9 项道路建设工程；完成山南路叩官北段、管桃路和吕街
路许孟段等续建项目；组织实施县乡道路维修保养工程，
集中修复破损路段，延长道路使用年限，改善群众出行条
件。积极争取 222 省道五莲段改线工程立项开工，配合做
好潍日高速五莲段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 张萍 王在辉

农村饮水与灌溉水源建设工程

山丘区找水打井工程完成投资 230 万元，建成 17 眼机井
及配套泵房，将 5 眼不具备成井条件的改建为大口井。扩建、
改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7 处，已全部完工，完成投资 992 万
元，解决 29 个村、20115 人饮水困难。经水利局争取，小微型
水源工程由 160 处调增为 245 处，已全部完工。

小农水重点县项目通过省市专家组验收，建成街头镇向
阳流域、潮河镇魏家流域 2 个节水灌溉片区，完成投资 2408 .7

万元，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 .381 万亩。烟水配套建设项目
全部完工，完成投资 390 .86 万元。

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工程

37 个高标准电气化村全部建成，共完成投资 4137 万元，
新建改造低压线路 42 .3 千米，新增改造配变 43 台，完成户表
改造 6670 户。12 条 10 千伏线路改造完毕。

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积极整合县直医疗卫生机构资源，疾控中心综合办公楼
主体完工。稳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县人民医院、中
医院和妇幼保健院三家公立医院全部执行药物零差价销售，
并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调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
准提高到 280 元；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已全面启动，补偿 4684

人次 583 万元；为 1056 名城乡困难群众发放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金 66 万元。

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老旧片区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全部按计划启动。“一河
五区六路”12 项重点绿化工程基本完成，城区新增绿化面积
28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分别达到 35% 和 31%。人
民公园驿站完成建设。学庄水库调水工程已全部完工。

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工程

计划实施王世疃、杜家沟、院西、七宝山、管帅等 5 处垃
圾转运站建设工程，方案已于 2012 年 10 月上报省环保厅审
核，目前尚未批复(全省 20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县统一
审核)。

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工程

开工公共租赁住房 638 套，已完成 538 套。启动棚户区改
造 1060 户，已完成 334 套。新增廉租住房补贴 335 户，发放廉
租住房补助资金 49 . 2 万元。为 852 户家庭发放公积金贷款
16389 万元。

职业教育培训水平提升工程

日照市科技学校餐厅公寓综合楼主体基本完工。超额完

成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任务，争取各项就业培训补贴资金 523

万元；举办培训班 58 期，培训城乡劳动者 5840 人，培训合格
率达 97%，就业率达到 94%。新增日客隆广场创业孵化基地 1

处、爱心协会创业园 1 处。实施创业培训 666 人，发放小额担
保贷款 3042 万元，扶持带动 2110 名城乡劳动者创业就业。

乡镇普通高中进城工程

四处乡镇高中分别并入五莲一中、五莲三中，完成五莲
一中、五莲三中高中部改扩建工程，并分别建成乡镇高中校
史馆。

农村中小学放心食堂建设工程

高泽中心小学、洪凝初中、莲海学校、于里初中、许孟初
中、高泽初中、街头初中、石场初中、松柏中心学校、许孟中心
小学、户部初中、汪湖中心小学等 12 处学校食堂全部建成启
用，量化分级均达到 B 级以上标准。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市北经济开发区刘官社区、林泉社区，石场乡下万家沟
村等 17 处农村日间照料中心已全部完工，五莲乐天年颐养
院(御景园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成启用。社会福利中
心一期工程正式启用，二期工程完成建设。12343 家政养老服
务网络平台建成启用。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五莲县 2013 年主要工作

稳稳中中求求进进，，完完成成十十大大惠惠民民工工程程
本报记者 张萍 王在辉

1 月 13 日，五莲县委副书记、县长杜江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五莲县 2013 年的工作。他说，过去的一年，五莲县政府抓牢经济促发展、着眼长远增
后劲、加大投入惠民生，稳中求进，好中求快，全力推进五莲后发崛起，较好地完成了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任任务目标，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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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增长 11%，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增长 15%，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15% ，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11 . 5%
和 11%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7
‰以内。

五莲县 2014 年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五莲县 2014 年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总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发展为要、生
态优先、群众第一”的理念，坚持产
业集约布局、城乡集约建设、生态
集约保护，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以经济提
速扩量增效为中心，突出工业振
兴，协调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推动
经济社会创新优质、跨越协调发
展。

1 月 13 日，五莲县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隆重开幕，五莲县委副
书记、县长杜江涛作政府工作报告，回顾
了 2013 年的政府工作，规划了 2014 年五
莲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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