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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3日讯 (记者
张跃峰) 记者从3日上午举

行的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达到2602家，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8593亿元，利润577亿
元。其中利润增幅列全省第3
位。

3日上午举行市政府例行
新闻发布会，市经信委副调研
员赵松俭对外通报了2014年度
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据介
绍，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达到2602家，比2013年增
加115家；完成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11 . 51%，增幅高于全省
1 . 8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7位；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593亿元，
增长14 . 6%，增幅列全省第4
位；实现利税8 2 0亿元，增长
10 . 5%，增幅列全省第5位；利
润577亿元，增长11 . 4%，增幅
列全省第3位。

赵松俭介绍说，工业经济
发展的背后是工业投资结构进
一步优化。全市132个工业重点
项目进展顺利，130个开工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936亿元，开工面
为98 . 5%，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目标的18 . 9%。有63个项目已
竣工投产或部分投产，预计年
可新增销售收入1000亿元，利
税100亿元。信发集团的铝电产

业链延伸及综合配套、泉林纸
业的年处理150万吨秸秆综合
利用、鲁西集团的化工新材料
千亿产业园三个项目进度较
快，对全市工业投资起到了积
极的拉动作用。工业技改投资
累计完成工业技改投资481亿
元，同比增长21 . 2%，高于工业
投资增幅5 . 4个百分点，高于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5 . 2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企业“二次创
业”活动成效显著，全市2602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1204
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幅
在20%以上，有1112家企业实
现 利 税 增 幅 在 2 0 % 以 上 。

“1150”企业培育工程中的67家
龙头骨干企业均保持较好发展
势头，201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4342亿元，增长14 . 59%；主
营业务收入过千亿元企业达到

1家，过百亿元企业达到8家；全
市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1380
家，比2013年增加90家。

聊城市有境内外上市企业
14家。2014年新增8家企业直接
上市融资。截至目前，已有55家
企业纳入全省上市后备资源
库，5家企业进入上市程序，18
家企业签订新三板挂牌协议，
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达到31家，居全省第3位。

规规模模以以上上工工业业企企业业利利润润增增1111..44%%
达577亿元，增幅位居全省第三

3日上午，市经信委副调研员赵松俭对外通报了2014年度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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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产业转型升级
时，赵松俭介绍说，目前，聊
城已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生
产基地，中通新能源客车产
量达到1 . 2万辆，增幅居全国
第一位；时风集团、莘县巨龙
电动轿车产能均达到 2 0万
辆，时风集团去年总产 4万
辆。生物医药产业势头强劲，
产学研合作成效显著，陆续
建成了山东省抗体制药协同
创新中心、聊城高新区生物
技术研发中心、阿华生物工
程技术研究所等7个研发平
台，引进了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2人、博士15人。东阿阿胶
开发的新药瑞通立，博奥克
生产的白藜芦醇等产品正式
投入市场，聊城正成为全省
重要的生物制药研发生产基
地。

传统产业向高端跃升方
面，阳谷祥光铜业“脉动旋流
法铜冶炼工艺及装置”发明
专利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是
2014年全省唯一金奖；高唐
蓝山集团参与的“花生低温
压榨制油与饼粕蛋白高值化
利用关键技术及装备创制”
项目获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阳谷太平洋光缆
光纤拉丝产品列入国家火炬
计划，是世界上拉丝速度最
快的生产线；山东领航铝业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2万
吨高精铝板带箔项目，拉长
了铝深加工的产业链；鲁西
化工集团实现了战略转型，
精细化工产品比例超过了传
统化肥，达到60%以上；高唐
泉林集团攻克了草浆造纸世
界性难题，建成了世界上第
一条清洁草浆造纸生产线，
成为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
范。

聊城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在谈到绿色发展时，赵
松俭介绍说，聊城大力实施
节能重点工程，积极推广循
环经济模式，促进清洁生产，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2014年前三季度，聊城市
万 元 G D P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5 . 1%，超过省下达全年任务
目标1 . 8个百分点，预计可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成功
创建国家级节能减排财政政
策综合示范城市，为全省历
年来唯一一个创建成功的城

市，将在未来三年获得国家
和省无偿资金57亿元。积极推
广节能技术，2014年实施了
119个重点节能项目，争取国
家扶持资金6000万元，可实现
节能量66 . 4万吨标煤。

推广节能灯78万支，总量
居全省第二位。实施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22个，居全省第三
位。有5个开发区列入省“十
二五”园区循环化改造计划，
方案全部通过批复并提前一
年进入实施阶段。成功创建

国家第四批餐厨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
市，成为2014年全省唯一一个
创建成功的城市。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50家，工业固体废弃
物利用量达320万吨，资源综
合利用率达75%，减免税1 . 4亿
多元；泉林集团秸秆造纸制
肥技术，被评为国家级循环
经济重大示范工程；对65家企
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年可
节约标准煤7 . 77万吨，为企业
增加效益3 . 8亿元。

去年实施了119个重点节能项目

在谈到创新体系建设时，
赵松俭介绍说，2014年获批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12家，认定市
级中心30家。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95

家，省级63家，国家级9家。
争取省级技术创新项目85

项，其中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以
上的占50%以上，项目计划投入
研发经费5 . 4亿元；申请专利205

项，参与或牵头研究制订标准
47项。有9个新产品项目享受财
政专项资金扶持，8个项目通过
了省级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截至目前，全市有500多家
企业与200家相关高校院所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项
目389项，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517项。东阿阿胶与华东理工大
学共同建立了阿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中通客车与清华大学合
作，联合创建的混合动力客车项
目以优异成绩通过验收，产品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祥光铜业与中
南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北京矿
冶研究总院等国内外知名院校、
科研机构联合，共同构建了“有
色重金属短流程节能冶金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本报记者 张跃峰

企业高校“联姻”
解决技术难题

相关延伸

本报聊城2月3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经

信委获悉，全市工业重点技改
项目全部开工。

据悉，2014年，全市在建
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
改项目371个，比上年增加155
个。全市132个工业重点项目
中技改项目有67个，2014年全
部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占
全 市 工 业 重 点 项 目 投 资 的
67 . 5%，其中泉林纸业的150
万吨秸秆综合利用、鲁西集团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中通客车
的新能源汽车、中色奥博特铜

合金材料及压延铜箔、众泰集
团金属板材加工等项目投资
较大，进度较快，为全市的工
业技改投资较快增长提供了
强力支撑。

2014年，全市投资结构进
一步优化。工业技改投资占全
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25 . 4%，比上年提高0 . 9个百
分点，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达到 4 1 . 4 %，同比提高
0 . 8个百分点。

同时，2014年聊城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认真落
实《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指导计划》精神，拟出台
《聊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
施方案》，全力抓好有色金属、
化工、纺织、轻工、农副产品加
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项目
建设，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
传统产业改造水平和先进产
能比重，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
高质高效延伸。

目前，聊城的化工产业实
现了由化肥向精细化工产品
的战略转型，鲁西集团精细化
工产品的比重达到了70%。有
色金属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

延伸，中色奥博特已形成了年
产20万吨铜管的生产能力，新
上的2万吨铜箔项目工艺技术
水平国际领先，产品可替代进
口，填补国内空白；祥光铜业
的电气化铁路架空导线各项
指标均优于现行铁道行业标
准和欧盟标准，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信发集团的一批铝
深加工项目进展十分顺利，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造纸产业构
建了以秸秆为原料的制浆造
纸循环经济产业模式，形成了
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国际领
先技术体系。

工工业业重重点点技技改改项项目目全全部部开开工工

本报聊城2月3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刘朋利) 2月
3日，全市地税工作会议召开。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2015年将纳税
人依申请事项全部前移至办税服
务厅统一受理。

2014年，全市地税系统共组
织入库各项收入103 . 1亿元，收入
总量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同口
径增长16 . 9%，增收14 . 9亿元。

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以阳谷县局为试点搭建智能
化综合办税服务平台，以茌平县
局为试点建立国地税联合协作机
制，实现了办税服务“流程更优、
环节更简、耗时更短、效果更佳”。
一年来，省局外部信息交换系统、
网开发票系统、廉政风险防控平
台、电子影像系统等创新工作，先
后在聊城试点上线并取得成功。

2015年，聊城地税部门将进
一步增强纳税人办税便利性，维
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继续开展“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根据总局、省
局统一部署，将纳税人申请事项
全部前移至办税服务厅统一受
理，稳步推进国地税办税服务厅
一体化运作，积极实行网上报税、
客户端、双委托等多元化电子申
报纳税方式。

提升纳税服务效能。简化办
税流程，增加即办事项，减少内部
流转。在全市推广应用办税服务
厅综合管理系统和纳税服务网络
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微
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征
纳互动平台，为纳税人提供最新
政策发布、纳税咨询、纳税申报提
醒、需求调查等服务项目。

地税收入首次

突破百亿大关

本报聊城2月3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赵静) 近日，
麻疹突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事因北京市朝阳门街道某大厦发
生的一起麻疹暴发疫情。记者从
聊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
解到，春节前将对重点人群开展
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活动。

春节前后，聊城市卫生部门
将采取哪些防控麻疹措施？为此，
记者专门采访了聊城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袁慧。
袁慧说，接种麻疹疫苗是预防麻
疹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为做好
春节前后麻疹防控工作，2015年1
月29日，市卫生计生委专门下发
通知，春节前对重点人群开展含
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活动，同
时加强医院感染控制、麻疹疫情
处置和疫点应急接种以及督导检
查等各项工作。全市查漏补种的
重点人群主要包括：未全程免疫
的8月龄至3岁儿童，按照免疫程
序接种相应的麻风疫苗或麻腮风
疫苗；流动务工人员及其子女。除
适龄儿童外，一律免费接种单价
麻疹疫苗。

袁慧介绍，目前，山东省含麻
疹成分疫苗免疫程序为：8月龄接
种1剂次麻风疫苗，18-24月龄和
6岁各加强接种1剂次麻腮风疫
苗。麻疹疫苗、麻风疫苗和麻腮
风疫苗均为免疫效果好，既安全
又有效的疫苗。对于群体来说，
只有更多的人集中接种疫苗才
能迅速建立免疫屏障，更好的保
护儿童免受传染病危害。从控
制、消除传染病角度讲，家长有
权利让自己的孩子得到预防麻
疹等传染病的机会，同时也有义
务为建立全人群免疫屏障、保护
全市广大儿童不受麻疹传染病
的侵扰作出贡献。

开展含麻疹成分

疫苗查漏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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