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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两两会会

莱城区政府工作报告描绘幸福莱城

发发展展镇镇域域经经济济，，加加快快济济莱莱协协作作
文/片 本报记者 程凌润

13日，莱城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会展中心举行，莱城区区长马保岭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莱城区
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莱城区生产总值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城乡居民收入均增长11%，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 . 7‰以内。

他强调，莱城区将以济莱协作区建设为契机，以“打造首善之区、建设富裕文明幸福莱城”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引领领，全面深化
各项改革，加快工作指导转变，大力实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带动”战略，奋力开创转调发展展、协作发展、创新发
展、和谐发展新局面。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程凌
润) 13日，莱城区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会展中心
举办，莱城区区长马保岭作政府
工作报告，并公布了2014年莱城
区为民办十件实事，莱城区将全
面优化农村网络系统，新增城镇
就业5500人，新建改造养老床位
750张，并为45处农村学校安装取
暖器，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取
暖全覆盖。

记者注意到，莱城区为民办

十件实事中将全面优化农村网络
系统列于榜首，莱城区将实现村
村通光纤，行政村、社区基本具备
无线、有线宽带双覆盖。同时，莱
城区将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完成
培训8720人，新增城镇就业5500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 . 5万
人；并深入开展村庄环境连片综
合整治，实施农村道路绿化工程，
高标准完成方寨路、寨水路、苗口
路、鄂牛路的绿化，加快美丽乡村
建设。

莱城区还将建立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长效机制，实现村美与民
富、产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抓好
城乡文体惠民工程，加快市民文
化中心、4个体育健身工程、10个
社区健身苑、100个农村文化大院
建设，丰富群众的文体生活；实施
校车村村通工程；为45处农村学
校安装取暖器，实现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取暖全覆盖，让孩子们上
学更安全、上课更温暖。

在实施儿童免费康复行动方

面，莱城区将实施儿童免费康复
行动，对6岁以下残疾儿童进行抢
救性康复，为100名残疾人发放自
主创业补贴；在推进幸福养老工
程方面，莱城区将新建改造养老
床位750张，建设日间照料中心10

所、农村幸福院20所，落实80周岁
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让老
年人安享晚年生活。同时，莱城区
还将建立环保网格化监管体系，
建设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6个、河
流断面水质监测站2个，提高环境

监测能力，并加快嘶马河方下段、
淄河和庄段等中小河流治理，实
施杨庄、苗山2个片区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提
供便利条件。

同时，莱城区还将继续做好
民生保障的提标扩面工作。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由每人每月65元
提高到70元；新农合医疗保障标
准由每人每年280元提高到320元。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保障困难家
庭住房900户。

2014年莱城区为民办十件实事确定

莱莱城城区区将将实实现现村村村村通通光光纤纤

年内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200亿元以上

高效推进“三区五园”建设，
打造高位发展平台，促进项目向
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年内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亿元以上，
确保竣工投产项目达到50个。力
争年内争取用地指标2 1 0 0亩以
上、各类扶持资金11亿元以上。扎
实推进土地增减挂钩工作，实行
区镇主导运作模式，完成拆旧
2000亩，复垦土地2000亩，腾挪建
设用地指标1300亩以上；积极盘
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提高土地
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50家

培育一批潜力企业，全力推
动“1313”工程建设，年内培植销
售收入过300亿企业1家、过50亿企
业2家、过10亿企业19家，新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50家，总数达到300

家以上，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

亿元，实现利税30亿元。坚持抓大
扶小、统筹兼顾，实施“育苗扶壮”
工程，年内新增中小企业935家，
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

“铺天盖地”的良好发展态势。

年内争取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提高2%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立足钢
铁生产及深加工、能源、化工、线
缆等传统产业，加快运用高新技
术和先进适用技术进行改造提
升，年内重点抓好24个技改项目
建设，完成技改投资22亿元。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医药、
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为主攻方向，年内争取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提高2个
百分点。

开工建设
专家公寓和蓝领公寓

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和“1225”
人才引进工程，加大人才引进和
培养力度，加快格瑞创业大厦、科
技孵化大厦等创新创业平台建
设，开工建设专家公寓和蓝领公
寓，努力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用得好”，力争年内引进(申报)1名

“泰山学者”、引进2个以上高层次
创新创业团队、20名博士以上创

新创业人才、50名以上硕士研究
生和国家“985”、“211”高校毕业
生。

力争年内签约合作项目10个
以上，新增院士工作站1家、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2家、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3家，全社会研发经费占比达到
2 . 4%以上。

建设济南“后花园”

积极承接济南都市圈先进产
业转移，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先
进制造产业，加快高端高质高效
产业集聚，努力建成协作发展的

“主平台”和“先导区”。大力发展
绿色、有机食品，鼓励支持在济南
设立特色农产品专营店，打造面
向济南、辐射周边的“绿色农产品
基地”和“现代农业装备基地”。统
筹北部山区、赢秦文化和莲花山、
云台山等旅游资源，叫响“赢秦祖
里、山水莱城”的旅游品牌，建设
济南“后花园”。

推动济莱两地
基础设施共建

做好济莱轻轨规划建设的协

调服务，争取最有利的站点设置，
加快济莱快速通道、莱明路改造
等项目推进，积极融入济南省会
城市群“半小时生活圈”。推动公
共服务共享，促进通讯网络升级，
探索实行户籍同城管理，加强与
驻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
构合作，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推
动资源要素共用，吸引驻济金融
机构前来建设分支机构，鼓励济
南市各类人才到莱城区创业、居
住，促进各类发展要素顺畅流动、
优化配置。

打造最新最靓北部新城

坚持把北部新城作为推动城
镇化的主驱动力，举全区之力加
快建设，完成投资27亿元，着力实
施香港路扩建、莱城大道改造等8

条重点道路和自来水厂、中南铁
路客运站等6项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抓好龙马河生态公园二期工
程，加快市民文化中心、香港城综
合体、新城医院等8项重点项目建
设，抓好尚书苑、德和园等10个新
社区和南街、田庄等13个村拆迁
安置，完成拆迁2460户49万平方
米，建设楼房90栋70万平方米，尽

快让新城“靓”起来、设施“全”起
来、人气“旺”起来，年内收储土地
500亩以上，实现以城养城、滚动
发展。

全力加快主城区建设

在坚决突破孟花园旧村改造
等“老大难”的基础上，加快推进
任花园、吕花园、石家庄、东风等
片区开发建设，启动吴花园、东
升、小曹村、北十里铺、西关等重
点片区的拆迁改造，年内完成拆
迁49 . 6万平方米，建设商住楼78 . 4

万平方米。加快官寺市场、北埠钢
材市场等重点商业片区开发建
设，着力打造高标准金融商贸区
和鲁中最大的家居广场。全力搞
好胜利路中段、汶源西大街等城
市道路及供排水、绿化等工程的
协调服务，为工程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

扎实推进
新城镇新社区建设

加快口镇、羊里、牛泉全国重
点镇的创建，抓好中心镇建设，打
造一批产业发达、设施完善、环境
优美的知名强镇；新建续建农村

新社区24个，打造一批具有较强
示范带动作用的精品工程。

“蓝天、碧水、青山、绿地”
四大生态工程

大力实施“蓝天、碧水、青山、
绿地”四大生态工程，突出工业废
气、扬尘污染整治，完成莱芜电
厂、九羊集团脱硫脱硝和除尘改
造，抓好土(小)企业关停，有效降
低pm2 . 5排放。优化水生态环境，
突出抓好大汶河综合整治，开工
河道治理和湿地公园建设；加快
中小河流治理、小型农田水利、方
下河二期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新建农高区污水处理厂等治污设
施，有效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年内
完成植树造林面积2 . 7万亩。

年内新增1个地方财政收
入过4亿元的镇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年内
新增省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农
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3 0家；实施
项目带动，重点抓好豪德城二
期、红星美凯龙等 2 0个重点项
目建设；发展壮大镇域经济，年
内新增地方财政收入过 4亿元
的镇 (街道 ) 1个、过2亿元的1个、
过亿元的2个。

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和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发展

年内地方财政收入突破20亿
元，力争达到22 . 6亿元，“两个占
比”继续保持较好水平，其中税
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达到90%以上；鼓励支持小额贷
款公司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
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的发展；继
续推动企业到齐鲁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和新三板挂牌交易，加大
上市力度，年内力争5家企业挂
牌，2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

新城高中年内投入使用

着重抓好新城高中建设，打
造全省一流名校，年内投入使
用；积极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
计划投资1 . 8亿元，新建、改扩建
区实验幼儿园等公办幼儿园2 7

处3 . 6万平方米，实施校舍标准化
建设工程94处10 . 5万平方米，完
善中小学、公办幼儿园教师补充
机制，抓好校园及周边安全。

莱城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会展中心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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