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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特刊

产产业业升升级级 服服务务优优化化 居居民民增增收收

奎奎文文践践行行群群众众路路线线打打造造和和谐谐之之都都
促促进进经经济济持持续续健健康康发发展展和和社社会会和和谐谐稳稳定定，，打打造造现现代代化化首首善善之之区区，，是是奎奎文文区区的的发发展展目目标标。。围围绕绕这这一一目目标标，，奎奎文文区区坚坚

持持稳稳中中求求进进、、进进中中求求好好，，坚坚持持改改革革创创新新、、全全面面争争先先，，以以提提高高发发展展质质量量和和效效益益为为中中心心，，着着力力激激发发市市场场活活力力，，推推动动转转型型升升
级级，，提提升升城城市市品品质质，，创创新新社社会会治治理理，，保保障障改改善善民民生生。。22001133年年全全区区经经济济保保持持了了稳稳中中向向好好的的发发展展态态势势，，实实现现地地区区生生产产总总值值
220000 .. 99亿亿元元，，增增长长1100 .. 55%%。。城城镇镇居居民民人人均均可可支支配配收收入入22 .. 88万万元元，，增增长长1100%%。。

开发一片就繁荣一片 片区、园区、楼宇经济成亮点

资源整合、产业升级，发
展片区、园区、楼宇经济是奎
文区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
按照“重大项目向片区集中、
高新企业向园区集中、优势
产业向楼宇集中”的思路，统
筹抓好片区产业招商、项目
建设、征收拆迁、运营繁荣工
作，进一步完善各片区规划
布局和功能定位，将片区开
发与城市建设、业态布局、产
业培植、生态环境、居民生
活、品质提升等通盘谋划、整
体运作，力争大招商、招大商
实现较大突破，确保开发一
片、建成一片、繁荣一片。

奎文区把省级开发区、
省级产业园区作为带动区域
发展的重要载体，统筹谋划
奎文经济开发区、奎文 (滨
海)特色产业园、潍坊汽车服

务产业园、泰华城商务园区
的发展，加大规划引导、资源
整合、产业升级、品牌争创力
度，努力将奎文经济开发区
打造成为现代化南部生态新
城，将奎文(滨海)特色产业
园打造成为百亿级新兴工业
创新基地，将潍坊汽车服务
产业园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
现代汽车服务业龙头示范基
地，将泰华城商务园区打造
成为引领全市高端时尚消费
潮流的核心商圈。加大金宝
文化产业园扶持力度，整合
优势资源，完善服务功能，
努力争创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奎文区作为潍坊市的核
心区域 ,楼宇经济发展正当
时。据奎文区楼宇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从当前发展阶段

看 ,奎文区是全市服务业发
展最成熟的区域 ,服务业比
重达到了77 . 7%与此同时,奎
文区也进入到了经济发展调
整期和转型期。由于奎文区
空间有限 ,而“楼宇经济”
占地少、消耗低、无污染、
效益高 ,也被誉为“垂直的
金融街”、“站立的开发
区” ,是实现转型发展、壮
大经济实力的重要载体和有
效途径。

围绕楼宇经济“五个翻
番”目标，大力实施百栋商
务楼宇发展规划，以重点片
区、重点园区、重点路域、
重点地块为主阵地，以高端
化、信息化、品牌化、专业化
为方向，在理念升级、机制完
善、业态集聚、平台支撑上下
功夫，加快建设一批企业总

部楼、金融保险楼、科技信息
楼、文化产业楼、中介服务
楼，构筑适当集中、合理布
局、集约开发、集群发展的格
局。

目前，泰华城、新华路商
圈进一步繁荣，万达城市综
合体基本建成。中天下潍坊
国际、虞清商厦等一批重点
特色楼宇建成启用，汇集各
类总部机构130余家，税收过
千万元楼宇达25栋。实现汽
车交易额180亿元，汽车服务
产业园被评为省级先进服务
业重点园区。金宝文化产业
园被评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滨海特色产业园建设
顺利，完成投资2 . 5亿元，开
工建设20万平方米，浩泰机
械、融德科技等6个项目入园
发展。

金融产业引领全市辐射周边 奎文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

奎文是潍坊金融业的发
祥地，目前，区内已聚集各类
金融机构162家，占城区总数
的80%以上，成为推动全市
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中心
区。截止2013年12月份，全区
金融业实现税收8 . 37亿元，
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
31 . 82%，同比增长5 . 35%。

奎文区把金融业作为招
商选资的主攻方向、首选产
业，2013年引进银行、保险、
典当、股权投资等各类金融
机构15家。金融街、财富国际
等12处金融特色园区、楼宇
初具规模。奎文区还制定出
台扶持金融产业发展优惠政

策，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
对金融机构在营业场所租
用、办公用房购买、开办经
费、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补
贴奖励。

2013年奎文成立潍坊城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奎
文(滨海)特色产业园等重点
项目融资10亿元；采取银政
合作信贷模式，帮助企业解
决信贷资金50亿元；小额贷
款公司发展到5家，实现放
贷15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
发展到15家，担保总额突破
5 0亿元。探索“金融进社
区”，建成启用38个金融社
区服务站，使社区居民不出

家门即享受到金融服务。
下步还要打造“金融超

市”和金融博物馆。金融超
市以民间金融服务中心为依
托，集聚各类民间金融服务
机构及部分银行、保险等传
统金融机构到民间金融服务
中心大厅办公，开办起“超
市模式”，充分发挥金融超
市便民服务的功能，为中小
微企业和个人提供咨询、信
贷、理财、保险等一站式金
融自选服务。另外，奎文区
借鉴国内外金融遗产、史料
收集保护开发的成功经验，
聘请专业团队机构，深度挖
掘区内金融历史资源，筹建

以欣赏教育为主旋律、以金
融文化为主线、以交流合作
为主题、以金融发展为目标，
集历史陈列馆、金融家俱乐
部、金融研究所于一体的金
融博物馆。

2014年奎文区提出金融
建设目标，到2020年末，金融
业增加值达到50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
18%；金融业实现税收总额
达到20亿元。基本建成引领
全市、辐射周边地市的区域
性金融中心，成为承接青、
烟、威半岛地区和山东中西
部地区的金融辐射核心区
域。

公共文化资源搭建“网格化” 无偿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奎文区进一步优化整合
全区文化资源建公共文化服
务“网格化”体系，实现了公
共文化服务资源由“分散”向

“整合”的转变。2013年,奎文
区累计投资1500余万元用于

“网格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投入400万元改造提升
的区图书馆被文化部命名为

“国家一级馆”。
在规划布局上，按照服

务半径不超过1公里，以街、
路、巷、河为界，将全区划分
成51个社区文化网格，将区、
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资

源全部纳入网格，每个网格
至少建成一处标准的公共文
化服务阵地，为居民提供丰
富无偿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服
务。

在文化网格内，构建“1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居民
不受“网格”限制，可以自由
流动，就近选择活动场所，步
行不超过10分钟就能到达文
化服务中心，进行读书、上
网、健身、下棋、娱乐等各种
文化活动。利用文化“网格”
直接将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
送到了群众“家门口”，解决

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切实做好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发展，投入20多万元建
成奎文美术馆、奎文画院和
奎文艺术展示交流中心，已
成功举办大型画展、民间艺
术精品展25场。目前，奎文
区潍坊红木嵌银漆器被批准
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潍
坊铸铜印被批准为省级非遗
保护项目。风筝都纪念广场
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评
为省“十佳文化广场”。新
建高标准公共电子阅览室13

处，2013年投入80万元为社
区配送了 1 6 0 台电脑和桌
椅。改造提升社区文化广场
3 0余处，全部实现免费开
放。设立数字公益化电影放
映点6 5个，每年放映超过
1000场，实现了每个社区每
月看一场电影的目标，收益
群众达30万人次。为满足群
众需求，全区在实现农家书
屋全覆盖的基础上，大力实
施“百姓书房”工程，目前
共建有“百姓书房” 1 0 0
家，其中64家装有卫星数字
书屋等设备。

新增财力六成以上惠民生 经济社会繁荣要让居民分享成果

坚持“省内一流、全市领
先”， 奎文区2014年继续将
新增财力的60%以上投向民
生领域，促进教育、文化、卫
生等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实
现经济社会同步繁荣，努力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群众，让他们生活得更加
美好、更加幸福、更加满意！

奎文区以“保基本、兜底
线、促公平、可持续”为准则，
继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范围，
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新增企业
五项保险参保人员7700人以

上，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提高10%，大病医疗救助比例
提高10%，全额资助低保户、
重度残疾人、精神病人参加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
280元提高到320元，城市低保
标准由每人每月400元提高到
460元，低保重度残疾人补助
标准由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
90元，“城市三无”人员分散、
集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月600
元、850元分别提高到800元、
1000元。90岁以上老人高龄补

贴提高到每人每月100元，百
岁老人长寿补贴提高到每人
每月700元。

实施安居保障行动，高
水平推进老旧小区整改，改
造棚户区1000户以上，新增
各类保障住房500套，积极筹
建以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
等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免费开放20处公共文化
场所，提升30处百姓书房和
13处公共电子阅览室，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争创全
省文化先进区。办好第六届

社区文艺展演，开展百场公
益演出、千场公益电影进基
层等社区文化活动。

提升健康服务水平，规
划建设区中心医院综合楼、
人口计生妇幼保健中心，改
造5处预防接种门诊。全面推
行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降
低基层门诊和住院次均费
用，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加强基层健身设
施、健身活动点建设，积极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免费开展
国民体质监测。

万万达达广广场场

金金融融街街

大大虞虞文文化化村村

文文化化广广场场外外景景

农农民民工工书书屋屋

志志愿愿服服务务广广场场

道德广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丛丛书书莹莹


	K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