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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稳定，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初显

高高新新技技术术产产业业产产值值占占比比达达3300%%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

汝树) 22日，淄博市召开一季
度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会，今年
以来，淄博工业经济运行保持
稳定，主要行业和企业生产运
行平稳，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
极成效，1-3月，淄博实现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766亿元，占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达30%。

据介绍，1-3月，规模以上
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同比分别增长5 . 2%、1 . 5%，增幅

较去年同期分别回落4 . 87个、
16 . 04个百分点；利税同比下降
0 . 6 %，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
14 . 61个百分点。

行业运行分化明显，一是
医药、电子信息行业发展势头
良好。医药、电子信息行业生产
负荷均保持在95%左右；建材、
轻工、陶瓷、机械等行业生产负
荷在90%。

从工业项目情况看，一季
度141个国家、省重点技术改造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 1 2 . 5 1亿
元，占总投资的87 . 91%，其中
104个项目已竣工投产。高新技
术产业创业链上121个创新发
展重点项目，开工率达90%。1-3

月份，淄博累计完成工业投资
207 . 61亿元，同比增长12 . 6%；按
照统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161 . 43亿元，同比增长13 . 4%，占
工业投资的比重77 . 76%。

结构调整取得成效。1-3月
份，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766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30%，比年初提高了0 .6个百分点。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725 . 7亿元、利税87 . 2亿
元、利润60 .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 . 6%、5%和6 . 9%，分别超出全市
平均水平6 . 44个、5 . 65个和5 . 38个
百分点。装备工业增加值占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16 . 65%，同比
提高0 . 9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
行 业 产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比 重
65 .5%，同比下降0 .34个百分点。

淄博整合政策要素资源力挺新兴产业发展，助推工业转型升级

推推动动建建设设山山工工艺艺淄淄博博陶陶瓷瓷学学院院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张汝树 ) 22日，记者从淄博
市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会上了解到，淄博将大力发展
新兴产业，推动工业升级，重
点扶持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处
在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新兴
产业。

据了解，淄博将整合政策
要素资源，全力支持新医疗、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发展，重
点扶持新华医械、金城医药、
泰宝防伪、恒汇电子等一批新
兴产业重点企业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工业设计，运营
好齐鲁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园，
推动中意新技术设计中心等

一批海外孵化器建设，加快成
立工业设计研究院，推动建设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淄博陶瓷
学院，深入开展国家、省、市三
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

推进智慧工业园区、智慧
物流、协同政务、智慧医疗、云
计算中心和软件产业园等一
批重点工程建设，组建电子商
务产业联盟，推动以电子商务
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服务产业
发展壮大，着力推动公共服务
一卡通加快发展。制定《淄博
市物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抓好齐鲁化工物流园区等重
点园区建设，加快传统物流向
供应链物流整合提升。 在第十三届陶博会上，精美陶瓷作品吸引摄影爱好者（资料片）。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22日，记者获悉，为提高
全市应对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反
应能力，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
发淄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

据了解，本预案适用于淄
博范围内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
引发的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等与地质作用有
关的突发地质灾害的临灾应急
处置工作和灾后抢险救灾。一
旦发生突发地质灾害险情或灾
情，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
立即到现场进行调查，迅速将
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出现的地
点和时间、地质灾害类型、灾害
体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
展趋势以及发生灾害所造成的
人员伤亡、失踪和直接经济损
失情况查清。对出现的特大型、
大型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应
于2小时内速报当地政府和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同时直接
速报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国

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于
出现的中、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或灾情，应于6小时内速报当地
区县政府和市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并可直接速报省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

同时，市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和气象主管机构，要建立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制度，联
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工作，及时发布本行政区域内
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淄博印发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监测，提高应对能力

大大型型地地质质灾灾害害22小小时时内内上上报报

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设置警示牌（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本报4月22日讯 22日19时40

分左右，淄博中轩生化有限公司仓
库发生火灾事故。

事故发生后临淄区委、区政府
有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公
安、消防、安监、应急办等部门进行
现场应急处置。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
因正在调查中。

临淄一企业仓库

发生火灾

加快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链

淄博市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
分析会上提到，将通过推进工业

“铸链”工程，抓好高新技术产业
创新链上 2 7 6家创新发展企业和
699个创新发展项目，指导联盟高
水平编制发展规划，开展产学研
合作，组织好重大科技和商业模
式创新交流活动，努力提升产业
链发展水平，带动工业转型发展。

把专业化产业基地建设作为
提升园区经济和产业链经济发展
水平的关键举措，发挥好以大企
业为核心的专业化产业基地的品
牌效应等，强力推动具有淄博特
色的“大企业+专业化生产基地”
工业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张汝树

相关链接

祝贺港中旅成为

青岛世园会

官方指定旅行社

本报讯 备受世界关注的青岛
世园会即将于4月25日正式开幕，想
足不出省就欣赏到世界级的园艺博
览会吗？那跟着港中旅(山东)旅行
社淄博公司一起去看青岛世园会
吧！日前，港中旅被正式确定为2014

年青岛世园会官方指定旅行社，港
中旅(山东)旅行社淄博公司将于5

月1日正式对世园会产品发团，每周
末定期发团世园会一、二日游，一直
到十一。5月1日、5月2日一日游，5月
1日二日游。

据了解，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由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举办的专
业性国际博览会，被称为园艺文化
和园林科学的“奥林匹克”。2014年
青岛世园会选址在李沧区百果山森
林公园，定于2014年4月25日至10月
25日举行，会期184天，主题为“让生
活走进自然”。

青岛世园会总体规划创意为
“天女散花、天水地池、七彩飘带、四
季永驻”，创意源于浪漫的中国古典
神话故事“七仙女下凡”。园区基本
空间结构为“两轴十二园”。“两轴”
为南北向的“鲜花大道轴”和东西向
的“林荫大道轴”，“十二园”包括主
题区的中华园、花艺园、草纲园、童
梦园、科学园、绿业园、国际园七个
园和体验区的茶香园、农艺园、花卉
园、百花园、山地园五个园，每个园
都有寓意不同、相互补充的主题。

为了让淄博人尽快走进世园会
感受大自然，青岛世园会官方指定
旅行社——— 港中旅(山东)旅行社淄
博公司一直在精心筹备世园会线路
计划，目前世园会产品新鲜出炉，从
现在起，大家可到港中旅选择合适
的出团时间，预约报名游青岛世园
会，让我们一起向园艺界“奥林匹
克”出发！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22

日，记者从市卫生局获悉，为进
一步完善全市医疗质量控制体
系，市卫生部门要求加快全市质
控中心建设设置，到2014年底，市
级质控中心不少于20个。

据了解，质控中心是受卫
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医疗机
构相关专业医疗质量管理与控
制工作的组织，是政府医疗行

政管理职能的延伸，是依靠专
家进行内部质量管理的新途
径，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重
要参谋助手。其中市级质控中
心主要质控本市设有本专业的
二级医疗机构，指导区县级质
控中心，并对本市本专业质控
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区县级质
控中心主要对辖区内的基层医
疗机构进行质控。

结合临床医疗质量管理需

要，全市将依托省、市临床重点
专科和优势学科所在医疗卫生
机构，到2014年底建立覆盖临
床主要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质
控中心不少于20个。各区县卫
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质控中
心的规划、设置、管理与考核等
工作，全面分析当地医疗质量
管理现状，明确医疗质量控制
重点，根据辖区内医疗机构不
同专业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需

要，有计划、有重点地设置质控
中心，到2014年底每个区县质
控中心不少于10个，其中临床
专业质控中心不得少于质控中
心总数的60%。

原则上，三级医院或有条
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申请设
置市级质控中心，二级以上医
院可以申请设置区县级质控中
心。新增质控中心一律采用公
开招标、擂台评审的方式确定。

今今年年至至少少建建2200个个市市级级质质控控中中心心
依靠专家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Y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