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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方式调结构事关
张店未来前途命运。必须进
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按照高
端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向，做
好“加减乘”三篇文章，痛下
决心，早转快转，努力赢得张
店长远发展的战略主动。

● 遵循产业发展规
律，压减低端、淘汰落后、腾
笼换鸟，加快建设与城市功
能定位相适应的现代工业体
系。把园区作为主阵地，积极
推进精细化工、电子信息、机
械加工等产业集群化发展，
年内三大工业园区建设重点
项目20个以上。张店经济开
发区污水处理厂要投入运
行。

● 要加快形成以总部
经济、金融保险、电子商务、
服务贸易、商务服务为主题
的楼宇群，打造城市经济新
亮点。

● 坚持用铁的手腕狠
抓环保治理，实行24小时全
时段无缝隙环境监管，对环
保违法行为坚决实行顶格处
罚。

● 健全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常住人
口有序市民化。

● 开展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
办特色专科、群众特需的医
疗服务机构，推动“医养结
合”的健康服务业加快发展。
继续深化医疗保险付费方式
改革，取消高校毕业生、流动
人员等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
费用，推动农民工、编制外用
工、劳务派遣用工同工同酬。

● 积极推进预算公
开，年内全面向社会公开政
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三
公”经费预决算。

● 把依法办事、建设
法治政府贯穿于政府工作全
过程，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
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
责，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
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张店区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区长沙向东作政府工作报告

南南部部城城区区将将成成老老城城转转型型样样板板

GDP856亿元，增长7 . 5%

2014年，预计地区GDP完成
856亿元，同比增长7 . 5%；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突破40亿元大关，达
到40 . 41亿元，同比增长7 . 3%；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
均纯收入预计分别达到37859元、
19055元，增长9%、10%。

引进金融机构6家

坚持高端培育做“乘法”。华
润万象汇等在建现代化商贸商务
设施达160万平方米，引进渤海银
行、浙商财险、西南证券等金融机
构6家。互联网产业异军突起，淄
博市电子商务产业创新园即将开
园运营，卓创资讯、乐物网等骨干
企业快速成长，全区备案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达到31家。成功举办
省春季糖酒会等各类展会活动24

个，交易额超过122亿元。

5200平方米

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38

项，比清理前减少20%，38个部门
的151项行政许可事项和24项非
行政许可事项向社会全部公开，
总面积5200平方米的区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即将投用。全面实施工
商登记制度改革，全区新登记企
业主体和注册资本同比分别增长
103 . 6%、307 . 3%。

249个老旧小区

深入开展“城市管理提升年”
活动，249个老旧社区全部推行由
财政托底的简易物业管理，惠及居
民8 . 8万户。完成王舍路、东一路以
及50条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实施
马南路、西四路高温水供热管网建
设改造工程，城区天然气灰口铸铁
管改造完成59 .2公里。

造林10万亩

实施100家企业517项环保治理
任务，淘汰黄标车7300余辆，空气良
好天数比上年增加53天，荣获“省
级生态区”称号。“森林围城”工程
累计完成造林10万亩，栽植各类林
木1000余万株，为全市成功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保障性住房1436套

全区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达
到52%以上。开工建设保障性住
房1198套，建成1436套，先行电子
集团宿舍等首批棚户区改造项目
加快推进。在全市率先建设4家蔬
菜平价超市。

3900个密闭垃圾桶

扎实开展农村环境连片综合
整治，统一配建120个制式垃圾
房、3900个制式密闭垃圾桶，提升
农村保洁员补贴标准，村容村貌
进一步改观。完成城中村、农村住
房改造面积120万平方米，2200余
户村民迁入新居。

城乡就业1 . 5万人

全区实现城乡就业1 . 5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 . 51%。企
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居民基础养
老金、农村“五保”、城乡低保以及
大病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保障
标准持续提高，累计救助城乡困
难群众1 . 6万人次。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城乡居民

张张店店博博物物馆馆年年内内建建成成开开放放
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大

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居民。

一次性创业补贴1万元

努力让群众拥有更多的就
业机会。积极培育就业容量大
的优质项目，扶持大学生创业
园及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
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年内完
成就业培训8 0 0 0人，新增城乡
就业 1 . 2万人。鼓励创业带动
就业，为符合条件的创业者落
实一次性创业补贴 1 0 0 0 0元，
每吸纳一个就业人员再给予
补贴2 0 0 0元。健全工资决定和
正常增长机制，维护各类就业
人群的合法权益，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

新建8处日间照料中心

积极推行“空巢”老人居家
养老服务，新建8处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特殊困难计生家庭帮扶救
助工作。继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开展适龄儿童窝沟封闭，
重度残疾人安养，农村妇女“两
癌”筛查，赠送“银龄安康”保险、
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保险等民生
保障服务。加快推进先行电子集
团宿舍等首批棚户区改造工程。
开工建设保障房360套，建成2000

套，新增廉租住房货币补贴5 0

户。在城区低收入居民居住区建
设蔬菜平价超市，扩大蔬菜等价
格信息进社区。

打造“十五分钟文化圈”

努力让群众拥有更好的文
化教育和健康条件。加快“文化
教育名城”建设。加强浮山驿等
文化遗址保护，张店博物馆、中
国冶铁文化博物馆年内建成开
放。加大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打
造“十五分钟文化圈”。加快张店
区实验学校、东方实验学校等学
校建设，启动实施第二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改善区
医院、区中医院设施条件，改造
10个村卫生室，加快基层医疗机
构国医堂建设。统筹发展群众体
育、竞技体育，完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抓好区竞技体校和
全民健身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刘光斌

22日，张店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区长沙向东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到，今年张店区将扎实做好““加
减乘”三篇文章，深化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开创幸福张店建设新局面，争取实现地区GDP增长7 . 5%左右，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增长7 . 5%左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10%左右。

举办10个以上特色展会

要构建服务支撑体系，做大
做强淄博市电子商务产业创新
园，扶持卓创资讯、乐物网等骨
干企业发展壮大，鼓励优势企业
开设电子商务平台。全力服务市
金融聚集区建设，积极推动设立
和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年内引进
外埠金融保险企业5家以上，加
快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采取市
场化模式办好会展活动，下大气
力策划引进知名品牌展会，办好
省春季糖酒会，提升汽车博览
会、啤酒节等展会档次，年内举
办10个以上特色展会。

加快城中村改造

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全力
服务淄博新区建设，推动重要功
能区快速成长。按照园区、社区、
林区“三区合一”的思路，统筹规
划建设南部城区，先期启动建设
服务业起步区和工业起步区，使
南部城区成为全市老工业城区
转型发展的示范区。稳妥实施农
村住房建设改造，培育一批现代

化农村新型社区。加快城中村改
造，稳步开展村转居工作。

分批改造城区农贸市场

结合“美丽乡村”和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年内113个村庄全部
完成“三清”“五化”整治。探索实
行农村环卫保洁市场化运作模
式。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原则，实施一批道路、背街小巷
建设改造工程，加快更新升级垃
圾中转站、公厕等环卫设施，分
批改造城区农贸市场，改善城乡
基础设施支撑条件。加快马南路
供热管网配套建设，全面完成天
然气灰口铸铁管改造任务，保障
供热燃气安全运行。

推进东南部矿山复绿

实施电力、钢铁、建材、化工
等行业污染治理再提升工程，严
格落实治污减排措施，关停取缔
不符合标准的燃煤锅炉，加快推
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置换。
深入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大
涉水企业污水排放监管力度，确

保主要河流水质稳定达标。加强
建筑工地、道路扬尘污染治理，
通过数字化监管、手续前置、联
合执法等综合手段，从源头上杜
绝私拉乱倒、抛洒滴漏等现象。
综合运用工程减排、结构减排、
管理减排等措施，全面完成“十
二五”减排目标任务。实施一批
园林绿地、湿地建设工程，推进
东南部矿山复绿工程，积极开展
生态文明示范系列创建工作，巩
固“省级生态区”创建成果。

建民生热线服务中心

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专
家咨询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
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提高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水平。聘请高水平专业机构，精
心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
作。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加
强和改进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工作，促进公正文明执法。大力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门
户网站、“区长市民面对面”等平
台，建设区民生热线服务中心，
畅通群众反映问题、参与政务的
渠道。

数字2014

22日，张店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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