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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提出促进县域本地城镇化，提高县城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

淄淄博博本本月月起起租租房房即即可可落落户户城城镇镇

《规划》中称，近20年来，我省城
镇数量明显增加，城镇人口加速集
聚，形成了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
体，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济
宁、临沂7个大城市，枣庄、东营、泰
安、威海、日照、德州、聊城、滨州、菏
泽9个中等城市，89个小城市，1086

个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到2020年，实现700万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其中淄博等市城区年
均增长3-4万人；其它设区城市和经
济强县(市)城区年均增长1-2万人；
一般县(市)城区年均增长0 . 5万人以
上；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重点吸
纳就地转移人口。到2020年，淄博城
区人口达200万以上。

此外，《规划》还要求建济淄泰
莱德聊城镇密集区，以济南中心城
为核心，淄博等市为副中心，建设富
有齐鲁文化底蕴、山水特色突出、综
合实力强劲、高度一体化发展的城
镇密集区。以济莱协作区建设为契
机，优先推动济南、淄博、泰安、莱芜
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臧振

优先推动

济淄泰莱一体化

淄博信息化智能化助推城镇化

智智慧慧社社区区信信息息平平台台落落地地临临淄淄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刘晓 ) 近日，省环保厅发布9

月份17地市大气污染物新标
准执行情况。其中，淄博发布
的391家企业当中，有24家企业
未达标排放，比8月减少4家。

据了解，本次通报共发布
了391家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新
标准执行情况。其中，有25家
企业相关项目未达标，被责令
整改、限产、关停、淘汰或取缔
等。分别为：山东万杰高科博
山热电厂、淄博宏达热电有限
公司、山东隆盛钢铁有限公司
热电厂、淄博市临淄热电厂、
淄博中轩热电有限公司、阳煤
集团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自备
电厂、淄博岭子热电有限公

司、源能热电有限公司、山东
药玻公司、瑞阳制药、瑞丰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沃源纺
织、淄博周北热电有限公司、
淄博萱泽崧热电有限公司、山
东天源热电有限公司、淄博沃
通纸业有限公司等。

在这24家企业当中有20家
企业出现氮氧化物(NOX)排放
不达标，而氮氧化物是造成大
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造
成氮氧化物超标的主要原因
是火电厂以及钢铁、水泥等其
他工业，再就是汽车尾气排
放。

据悉，自7月份以来，淄博
被通报的未达标企业数量在
减少，分别为35家、29家、25家，
占比分别为10 . 2%、7 . 6%、6 . 4%。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臧振)
17日，围绕正式印发的《山东省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
下简称《规划》)，省住建厅、省发改
委、省公安厅、省人社厅、省国土厅
等五部门联合作了解读。《规划》要
求立足地方文化塑造城市特色。具
体到淄博，要用古齐和聊斋文化元
素来显现淄博品味。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这次新城
镇化规划增加了“促进县域本地城
镇化”、“推进城镇化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三篇内
容，突出我省地方特色。《规划》提
出，在旧城更新改造中保护历史格
局和传统风貌，与文化文物保护相
结合。在新城新区建设中融入地域
文化元素，延续历史文脉，与城市
既有文化风貌特征相协调。

具体到淄博，《规划》提出古齐
文化和聊斋文化是淄博的主导特
征文化，陶瓷文化、周村丝绸文化、
博山孝文化是其中的重点。

今年68岁的聊斋俚曲国家级
传承人蒲章俊为蒲松龄纪念馆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
了多批优秀讲解员,并为馆里征集
名人字画200余幅。“希望在有生之
年，聊斋俚曲艺术真正成为淄博地
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他说。民盟
淄博市委驻会副主委林红霞则认
为，应制定以服务于山东半岛城市
群建设为基本目标的齐文化开发
应用发展规划，逐步建立一支齐文
化资源开发应用人才队伍,为齐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持续的动
能。

此外，《规划》还要求，应加强
城市设计，挖掘和提炼地方文化元
素，注重运用本土材料和传统元
素，融入公共空间、建筑与景观设
计，培育和谐统一的城市风格，杜
绝脱离历史、盲目抄袭的“洋、奇、
怪”建筑。

我省新型城镇化规划鲁味十足，新城新区建设融入地域文化元素

用用古古齐齐聊聊斋斋基基因因显显现现淄淄博博品品味味

《规划》要求，以信息化、
智能化助推城镇化，加快“智
慧山东”建设，开展“智慧城
市”、“智慧城区”和“智慧园
区”试点。加快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新应用，推动跨部门、跨
行业、跨地区共建共享大数
据公共服务平台，强化信息
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推进
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
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
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管
理精细化，实现信息技术与
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
城乡、服务便捷、高速畅通、
技术先进的宽带网络基础设
施，固定宽带用户达到2570万
户，家庭普及率达到80%，光
纤网络覆盖城市家庭，入户
宽带接入能力达到50Mbps以
上。

8月27日 ,淄博市与大唐
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就智
慧社区项目达成了初步的合
作意向,大唐移动与山东城联
一卡通支付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了合作协议。启动首批智
慧社区建设。

而在淄博临淄辛店街道
西夏社区，“智慧社区信息
平台”也已落成。在该平台
上，有7个功能选项与9个收
视选项，既可以查询个人保
险、查看社区网格分布、看
菜价、看招聘等实用功能，
又有老少剧场、育儿学堂等
娱乐功能。之前只有到相关
窗口单位才能查到的个人
保险等信息，现在只需在此
平台输入身份证号就能了
解。而这些，仅仅用电视遥
控器就能轻松操作。

本报记者 臧振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臧
振）《规划》提出，应充分发挥
县(市)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作用，强化县域产业支
撑，到2020年，县(市)对全省城镇
化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

根据淄博市印发的《淄博市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意见》，1日起，市外人
员在主城区外的城区、县城、建
制镇具备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或合法稳定职业的，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
女、父母等，可在实际居住地申
请登记常住户口。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景颜
提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

坚持从淄博实际出发，把建设
提升城市组群作为城镇化的
主体形态，着力建设提升次城
区和县城，有重点地建设产业
集聚、用地集约、人口集中、延
续历史文脉、地域特色鲜明的
小城市。

《规划》要求，以产业园
区为平台，培育特色优势产

业，引导产业向园区聚集、园
区向县城集中。鼓励经济发
达地区的县 (市 )实施积极的
人口迁入政策，放宽户口迁
移限制，鼓励外来人口迁入
和定居。到2 0 2 0年，县 (市 )城
区 平 均 人 口 规 模 达 到 3 5 万
人，其中50万人以上的县(市 )

城区达到14个。

省环保厅发布9月份大气污染物新标准执行情况

淄淄博博2244家家企企业业未未达达标标排排放放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近日，省财政厅、省环保厅联
合下发《关于下达2014年第三季度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预算
指标的通知》。淄博第三季度获得
127万元生态补贴，前三季度累计获
得800余万元生态补贴。

根据2月出台的《山东省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按照

“将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
域发展的约束性要求”和“谁保护、
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以各市PM2 . 5、PM10、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等四类污染物季度平均浓
度同比变化情况为考核指标，建立
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对空气
质量同比改善的市，由省级给予补
偿；对空气质量同比恶化的市，由
市级向省级补偿。

据了解，淄博市第一、二季度
获得的生态补偿分别为558万元、86

万元，所获款项将用于辖区内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的项目支出。

本报记者 刘晓

淄博第三季度

获127万生态补贴

空气不好，不少出行的市民戴上口罩。(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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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鲁中山区”

区域绿心

城镇化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也
是《规划》的重点内容。规划提出，我
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资源承
载能力不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
的问题。在工业企业废气排放上，淄
博、莱芜、济宁、枣庄一带形成了二
氧化硫重污染区。淄博、莱芜、临沂
一带形成了二氧化氮重污染区。

《规划》提出，以山脉、水系、海
岸带为骨干，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
节点，构建支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
生态安全格局。建设鲁中山区和半
岛丘陵地区两个区域性绿心，构建
永久性保护生态区，打造生态屏障
和生态功能区。依托黄河、南水北调
通道和沂沭河建设三条清水廊道，
形成城镇之间重要的生态通道。

针对鲁中生态绿心保育区，《规
划》要求重点增加水土保持林面积，
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水源涵养能力；
加快自然保护区和河流源头生态功
能保护区建设，严禁非法开采矿产
资源；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控制水土
流失。

本报记者 臧振

相关链接


	Y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