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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1月4日，东阿召开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上东阿县县长周文明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2014年东阿将
立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加快“转调创”步伐，努力在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现代农农业、生态建
设、现代服务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七个方面实现跨越发展。

2014年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6%；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 . 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 . 5%；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全面完成市
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东阿绘就2014年社会经济发展蓝图

努努力力在在七七大大领领域域实实现现新新跨跨越越
突破大项目，全力打好

“百亿项目会战”。全县初步确
定投资过千万元的重点项目
80个，总投资327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71亿元。其中，提报市
重点项目20个，总投资237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17亿元。深
入研究“一区一圈一带”的战
略定位和“聊茌东”大三角空
间布局，加强项目策划包装，
加快济聊一体化对接步伐，做
好对接济南的文章，为东阿县
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抓好大招商，坚持招商引
资“一号工程”不动摇。年内实
际到位资金完成55亿元，投资
过10亿元的项目3个，过亿元
的20个。强化已签约项目的跟
踪落实，大力提高合同履约
率、资金到位率、项目开工率。
围绕重点区域开展好境外招
商活动，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
和水平。年内实现实际利用外
资1000万美元，进出口总额1
亿美元，新增境外企业2家，外
派劳务1000人。

重点项目实现新跨越

坚持优化结构，以“1355”
工程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壮大优势产业，突出地
方特色，打响特色品牌，提高
产业集聚能力。依托阿胶生物
科技产业园、阿胶养生文化
苑、史美生阿胶、东方阿胶等
打造千亿阿胶产业。

做强骨干企业。大力推
动规模以上企业实施“二次
创业”，支持骨干企业做大

做强，继续实施“骨干企业
扩张工程”和“中小企业成
长工程”，在政策、资金、用
地等方面重点倾斜，推行动
态管理，加快20家骨干企业
和30家中小企业提档升级、
扩大规模、延伸链条。2 0 1 4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
14家，达到180家。年销售收
入过亿元、利税过千万元的
企业达到94家。

抓好产业转型升级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巩固种植面积，稳定粮食生
产，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5
个小麦万亩高产示范方的带
动作用，确保粮食优质高产。
加快园林化进程，提升生态效
益，打响生态品牌。新增造林
面积2 . 5万亩，其中新建绿色

通道1 . 5万亩。推广油用牡丹
核桃间作模式，新增油用牡丹
种植面积2万亩，打造“中国油
用牡丹之乡”。稳步扩大蔬菜
面积，新增无公害蔬菜基地2
处。新增标准化养殖小区10
处，农产品示范种植基地5处，

“三品”认证4个。

现代农业实现新跨越

按照“阿胶名城、生态水
城、宜居绿城”的城市定位，坚
持以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为抓
手，以生态水系综合开发为依

托，实施城市“西扩南展”工程，
努力在更高层次上融入“聊茌
东”大三角和“全域水城”格局，
城镇化率提高3个百分点。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重拳治理大气环境，深化
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狠抓扬尘
综合整治，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环
境的严惩重罚，从源头上防止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快推

进城乡生活垃圾、污水处理一
体化进程，各乡镇、行政村建
成配齐生活垃圾转运设施设
备，建立环卫队伍，完善“村
收、镇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绿色低碳加强生态建设

突出发展文化旅游业。按
照“五五六一一”的工作思路，
完善规划，聚集要素，丰富内
涵，打响“阿胶养生·梵呗养
心·长寿东阿”品牌。抓好黄河
森林公园“百里黄河、百里牡
丹”景观、洛神湖公园改造和
艾山、鱼山、位山、范坡景区建
设。

加快发展商贸流通业。积
极引进知名商贸企业，打造现
代化商贸中心。扩大利群农
资、盛佳物流网络覆盖范围，
提高网点商品配送率，新增
农家店40个。推进物流运输
现代化，加快东阿交通物流
产业园建设，争取尽早运营
达效。

旅游先行物流提速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3年工作成就概要

预计生产总值
增长11%

2013年，预计全县生产总值
完成165亿元，增长11%；全社会规
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5亿
元，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实现57 . 7亿元，增长16%；地方
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达到
11 . 15亿元，同比增长46%；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55元，增长
14%；农民人均纯收入10177元，增
长15%。

2013年，全县重点项目进展
顺利，预计6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105亿元，其中市重点项目17
个，完成投资72 . 7亿元。全县招
商引资新建、续建、扩建项目179
个，实际到位资金46 . 5亿元。依
托汇银、洛神等中小企业创业基
地，孵化培育了一大批中小微企
业，谋划发展了制钉产业等一批
全民创业项目。完成标准化厂房
建设77 . 55万平方米，创业平台
更加完备。预计固定资产投资、
主营业务收入、税收分别实现
66 . 7亿元、581亿元、8 . 85亿元，
分别增长38 . 4%、10%、28 . 6%。

60个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105亿元

实施工业经济“1355”工程。
大力推动企业实施“二次创业”，

“骨干企业扩张工程”和“中小企
业成长工程”成效显著。16个骨干
企业扩张项目完成投资43 . 5亿
元。预计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5家，
达到16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利税、利润分别达
到453亿元、74 . 4亿元、51 . 8亿
元 ，分 别 增 长 2 2 % 、2 2 . 5 % 、
22 . 2%。年销售收入过亿元、利税
过千万元企业达到84家。

新型工业化

进展顺利

粮食总产实现“十连增”，
“东阿小麦”地理标志商标通过
国家工商总局审核。林业、畜牧、
果蔬、水产等产业规模稳步壮
大。新增“三品”认证21个，达55
个；新增农业龙头企业6家，达74
家，其中省级3家；新增农民专业
合作社182家，达601家；大田托管
服务面积达到4万亩。油用牡丹
种植新增面积3 . 3万亩，全省牡
丹产业发展现场会在我县召开。
成功创建省级现代渔业示范区，

“东阿黄河鲤鱼”被认定为中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唯
一获得“中国黄河鲤鱼之乡”殊
荣的沿黄县。

现代农业
迈出新步伐

城镇化步伐加快
城乡建设总投资预计达到

63 . 3亿元，城区建成区面积达到
20 . 1平方公里，形成“八纵八横”
的路网格局。加快城区绿化和基
础设施建设，新增造林面积3 . 5万
亩，防护绿地10公里，城区绿化面
积128万平方米。

开工建设安置房55万平方
米，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1910套，
规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13个，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383户。

8800个个投资过千万元的重点项目

总投资327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71亿元 2200个个

提报市重点项目

总投资237亿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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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年销售收入过亿元
利税过千万元企业

22 .. 55万万亩亩

11 .. 55万万亩亩

新增造林面积

新建绿色通道

22 处处 1100 处处 55 处处 44 个个

无公害蔬菜基地 标准化养殖小区 农产品示范
种植基地

“三品”认证

2200万万平平方方米米

88000000套套

33%%

加快推进城乡生活垃圾、污水处理一
体化进程，建立环卫队伍，完善“村
收、镇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体系。

力争年内实现
服务业增加值

80亿元

增长29%
占生产总值

37 . 2%

年内新增城镇就业8000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3200人 制图 边珂

··东东阿阿两两会会

抓好民生10件实事。投
资2 . 8亿元完成城乡公路新
建改建420公里；投资7728
万元完成公共租赁房建设
560套；投资1 . 1 5亿元铺设
供热管网15公里，新增城区
集 中 供 热 面 积 1 0 0 万 平 方
米，建设城区污水处理设施
配套管网10公里；投资2490
万元，在全县医疗卫生机构
全面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
投资 4 6 5 0万元建设中小学

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完成县
第二实验幼儿园和新特校
建设；投资8000万元建设社
会养老设施 2处，新增床位
400张；投资1500万元改善
职 业 教 育 办 学 条 件 ；投 资
1 1 0 0万元完成1 1处县乡国
医堂建设；投资3000万元完
成县文化馆、影视大厦等文
化惠民工程建设；投资1200
万元落实国家新型农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

本报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崔颖 本报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崔颖

新增绿地

城镇化率提高

建回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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