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DP6%

预计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80亿
元，增长6%；三次产业比例为13 .8:50:
36 . 2，三产比重提高1 . 2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 . 37亿元，增长
8 . 27%，税收占比78 . 13%；完成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22亿元，增长
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 . 3亿
元，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25190元、11315元，分别增长11%、
13%，两项收入增幅连续3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6 .7万头

全县山东黑牛发展到6 .7万头，
规模养殖场发展到181处。整合全
县检验检测资源成立县检验检测
中心，建成全省首家区县级综合实
验室。标准化种植、养殖基地发展
到334处，流转土地13万亩，农业专
业合作社发展到299家，家庭农场
发展到22家。

60万人次

旅游业实现破题发展，全年到
高青旅游观光人数达60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近2亿元，高青被列为
首批省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县。青城
镇被评为山东省旅游强乡镇和中
国汽车刷之乡。全县服务业完成投
资55亿元，增长16%。服务业增加值
完成65亿元，增长9 .1%。

2 .73亿元

投资5175万元实施了城区排水
东延、青苑路改造、天鹅商城改造
等6项重点市政工程。惠青黄河大
桥至高淄路段升级为国道G233，结
束了高青普通干线公路无国道的
历史。投资6248万元改造田兴路、李
中路、刘杨路等县乡道路61公里。
扎实推进总投资2 . 73亿元，涉及近
500个村庄，20万群众直接受益的
“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项目，
新建改造村级公路360公里，小桥
涵24座。

412项

全面推行联合审批和重点项
目联审代办“一站式”服务，精简行
政审批服务事项412项，取消行政
事业性收费37项，县行政审批规范
化管理工作列入全省改革试点。大
力整治文山会海，会议减少25%，文
件减少30%。公务接待、公款出国、
公车管理“三公经费”分别下降了
53%、8 .6%、39%。

13 .88亿元

民生重点项目支出13 . 88亿元，
占到财政总支出的71%。投资1 . 2亿
元完成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化建
设及配套工程。在全市率先完成镇
级文化站建设，建成548家农村文
化大院。实施社会救助创新提升工
程，成立县社会救助中心。

15734人

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人每月470元和每人每年
2900元。7000余名80岁以上老人享受
高龄补贴。社会化养老实现破题，
建成农村养老互助幸福院29处，3

处社会化养老项目顺利推进。新增
各类社保参保人数15734人，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3041人，转移农村劳动
力就业8708人，发放创业小额担保
贷款4817万元。大学生就业率达
98 .1%。

数字2014

高青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县长刘忠远作政府工作报告:

““水水绿绿高高青青””打打造造国国家家级级园园林林县县城城
23日上午，高青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县长刘忠远作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高青县将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客观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敢于攻坚，善于
创新，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发展发展再发展、实干实干再实干、勤奋勤奋再勤奋，在新常态下趟出新路子、、取得新突破。

高青县加强保障改善民生，完善城乡健身器械全覆盖工程

打打造造城城区区十十五五分分钟钟健健身身圈圈

本报记者 樊伟宏

推进70个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高青县以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为抓手，壮大发展基础。
围绕培植壮大工业三大增长极，
战略重组招商，延链补链招商。重
视引进农业、三产服务业项目。加
快实施一批城乡路网、地下管网、
农田水利、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
施项目。高效推进总投资110亿元
的70个重点新建续建项目建设。

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突出经济开发区经济主战
场地位，按照“两区五园”的规划
布局，加快完善详规，加强基础设
施配套，推进“产城一体”发展。创
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力争3
-5年建成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加
快台湾工业园东部改造提升和
西部项目推进，着力改善提升环
境，建设生态园区。

组建综合融资服务平台

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
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深入落实
银企俱乐部和主办行制度，政银
企携手共同防范企业资金链风
险，保障优势企业融资需求。积极
引进担保基金公司，加快组建综
合性融资服务平台，为企业融资
提供贷款担保和过桥资金支持。

打造绿色建筑示范区

深入推进城区倍增工程。南
部城区开发坚持“先地下后地上、
先功能后居住”，着力完善道路、

水系、绿化、配套管线等公共基础
设施，先行启动学校、医院、养老
中心等公共服务项目，完成太公
大道建设。争创省建筑节能新材
料基地，在南部城区集中打造绿
色建筑示范区。以田镇古商街建
设为切入点，进一步完善西部城
区规划设计，做好黄河路西延等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西部城
区发展。投资1 . 8亿元实施省道广
青路东段、高淄路路面中修工程；
实施滨河路东延、蒲台路改造等
市政工程。完成村级公路网化工
程，实施21公里县道改造和支脉
河大桥建设，完善城乡路网。

推进新能源公交一体化

稳步实施农村新型社区建
设。用好棚户区改造政策，重点推
进8个已开工村和18个城中村、园
区村的改造工作。有序稳定推进
房地产开发，满足群众不同层次
需求。积极推进新能源城乡公交
一体化，创建省新能源城乡公交
一体化示范县。

力争新增林地1 .2万亩

深入推进水绿高青建设。结
合北部老城区改造，启动引水入
城工程，实现清水润城和城区内
部水系循环。持续抓好东环水系
南北延伸、北支新河城区下游段
拓宽改造和大芦湖湿地修复工
程。加大植树造绿力度，力争年内
新增林地1 . 2万亩。继续抓好路域
水系绿化提升工程，把苗木基地
建设与生态构建相结合，建设绿
色城市，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和
国家级园林县城。

发展“黄河人家”乡村游

统筹生态、文化、温泉等资源
开发，把文化旅游服务产业打造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整合优势资
源，策划旅游项目，加快推进天鹅
湖国际温泉慢城、在河之舟水上
乐园等旅游项目。开通淄博至高
青新能源旅游大巴，做强“风情周
末”旅游品牌，发展“黄河人家”乡
村旅游，力争把山东老董家古玩
大集做成省内知名的休闲旅游
购物街区。依托水资源、鱼竿产业
优势，打造省级内陆休闲垂钓示
范基地。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
推进重点商贸项目建设。建成颐
阳文化园、原山集团温泉度假中
心、高青汤岛，提升温泉项目档
次，实现温泉养老托老、医疗养
生、旅游度假与温泉地产深度融
合。积极发展物流园区，打造区域
性物流集散中心。

力争黑牛存栏达到8万头

加快推进6万头高档肉牛屠
宰深加工、冷链物流园、现代农业
优质鱼等山东黑牛示范园配套
项目建设，规范、抓好黑牛担保公
司运营，力争年内黑牛存栏达到8

万头。引进现代生物技术处理畜
禽养殖废弃物，打造全省有机肥
生产基地。尽快完善绿色农业科
技示范园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加
强园区招商，尽快形成规模。大力
推进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力争
高青大米、瓜菜菌、林果、水产等
标准化基地发展到400处，建成基
地面积20万亩。

新的一年，高青县用改革创
新的举措，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扎
实做好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

突出教育内涵发展。加快推
进教育质量提升和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建成新五中实现年
内招生，加快推进新职业中专和
山师大高青实验学校等教育重
点项目，建设田镇中心小学及古
商街幼儿园，有效缓解城区适龄
儿童入学难、入托难问题。实行优
秀师资向农村学校倾斜，提高整
体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全县整体

教育教学水平。
巩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深

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继续
抓好市县医疗机构合作共建、托
管经营，启动淄博市妇保院高青
院区创建二级甲等妇保院工作。
加快推进县中医医院与新华医
疗合作，建设投资1 . 5亿元的门诊
病房综合楼。在乡镇卫生院建成
国医堂，加强农村卫生室和乡村
医生队伍建设。

提升完善文体服务设施。完
善县镇村公共文体服务网络，实

现村文化大院全覆盖。完成体育
馆改造工程，实行体育场馆、文化
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完善城乡
健身器械全覆盖工程，打造城区

“十五分钟健身圈”。承办好全国
农民门球大联动总决赛。

完善养老及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统筹抓好青城、高城两处
中心敬老院建设。严格落实计生
工作责任制，扎实做好基层基础
性工作，落实长效节育措施，抓
好违法生育治理，稳定低生育水
平。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 2015年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县生
产总值增长7 . 5%左右；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增长8%左右；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
右；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12 . 5%左右；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
分别增长10%、11%以上。

● 严格执行新环保法，
铁腕治污，刑责治污，落实镇办
属地管理责任，保护好高青的碧
水蓝天。

● 重点抓好黄河扬尘治
理，严格落实渣土清运管理制度
和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防范
措施。加快推进省级环境优美乡
镇创建。

● 加快不动产登记改
革，实施公车制度改革，有序推
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发
展给予大力扶持，让农业与电
商成功联姻，“线上线下”相结
合，借助电子商务把高青绿色
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卖向全国。

● 紧抓全市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政策机遇 ,重点抓
好非粮生物技术、生物多糖等
生物及医药产业项目，电子基
布、光热玻璃等新材料产业项
目，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
源产业项目，云计算中心、阿里
巴巴电商等信息技术项目，大
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

● 认真践行“三严三
实”，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市县委有关要求，牢固树立
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纪律红线
不能碰触的观念，坚持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切
实加强廉洁从政制度建设，建
立完善长效反腐机制，确保廉
洁从政，打造廉洁政府。

●加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政务服务中心、环境效能监
察投诉中心“三位一体”行政效
能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行政审
批事项全部进驻。

高青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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