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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峰参加政协民主党派联组讨论强调

全全面面深深化化改改革革
推推进进依依法法治治市市

本报泰安2月3日讯
(记者 王世腾 ) 3日下
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洪峰来到市
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
民主党派联组，与委员们
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李洪峰指出市委、市
政府将团结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把这些目标任务
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在讨论中，民进市委
副主委，泰山中学副校长
吕忠堂提出要对泰安市
基础教育水平做出正确
定位，虽然近年来泰安教
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
与省内潍坊、烟台、青岛、
甚至枣庄相比，还有很多
欠账，如知名学校偏少。
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
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此
外，泰安还应大力推进

“泰山文化进学校进课
堂”，并搞好特色学校建
设，引导学校因地制宜，
特色发展。民革市委副主
委、市司法局调研员刘磊
提出要围绕多层次多领
域协同推进，加快建设法
制泰安；民建市委委员、

泰安东升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宏提出要建立
和谐银企关系，促进泰安
经济健康发展。

在听取了大家的发
言后，李洪峰说，委员们
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和参政议
政意识，听后很受启发。

李洪峰指出，在刚刚
过去的一年，全市经济建
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均取
得了新进展。全市经济总
量迈上新台阶，生产总值
突破3000亿元，地方财政
收入达到187 . 4亿元，百亿
企业达到6家，实现了量的
重大突破。转方式调结构
力度不断加大，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取
得新进展，全年新开工境
内招商引资亿元以上大
项目350个，一大批投资几
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
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和投
入运营。泰山进山游客首
次突破400万人，进山进景
点游客首次突破500万人，
游客量实现“双突破”。

李洪峰说，今年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
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

“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因此，开好今年的“两
会”意义十分重大。“政府
工作报告对今年工作目
标任务作了安排，这个安
排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
素，是科学务实、积极稳
妥、切实可行的，经过全市
上下共同努力是完全能
够实现的。下一步，市委、
市政府将团结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把这些目标任
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李洪峰强调，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需要
凝聚包括各级政协组织
和民主党派在内上上下
下、方方面面的力量来推
进。希望大家深入学习、
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市
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
务和推进措施，把思想统
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会议提出的目标
任务上来，形成推动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的整体合力。

本报泰安2月3日讯
(记者 侯峰) 3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云鹏
参加政协经济一组的讨
论，与委员们一起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针对委
员们普遍反映的企业融
资难题，王云鹏指出，今
年全市将加快金融改革
发展，扩大社会融资总
量，加大对实体经济，特
别是对转方式、调结构的
企业增加信贷投放和直
接融资。

“从燃气供应商看，
往年我们都是两位数的
增长，但是今年我们仅仅
与去年持平，或者略有增
长。虽然不少新的用户在
增加，但是不少老的用户
也出现了用气量的减少。
企 业 也 是 感 到 压 力 很
大。”政协委员徐欣认为
2014年的经济形势并不
好，但从全市来看，能取
得目前的状况确实来之
不易，虽然2015年企业的
压力仍然很大，但是正如
市长说的那样，危中有
机，企业会在低谷中抓紧
发展，同时，配合好全市

的发展，从资金、技术等
方面全力配合。

政协委员谭芳表示
去年国家推出了“新三板”
挂牌，全国有1600多家企
业借此上市，仅黑龙江黑
河县一个县就有20多家企
业挂牌成功，但是泰安只
有三家，她发现泰安的企
业经营者对资本运作仍
然很欠缺。但是目前不少
企业融资渠道不多，却不
知道到“新三板”挂牌，“今
天听到政府报告中提到
了金融改革，我们也是感
到了十分鼓舞。”

“我这么一个小小的
企业都感到这么难，政府
今年做了那么多事，那得
多难。”政协委员单丽认
为，在新常态经济发展
中，政府应积极扶植企
业。

针对委员们普遍反
映的企业融资难题，王云
鹏指出，今年全市将加快
金融改革发展，扩大社会
融资总量，加大对实体经
济，特别是对转方式、调
结构的信贷投放和直接
融资。大力发展多元股本

投资，鼓励各类机构发起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股
权投资基金。规范发展民
间融资，完善多元投融资
机制，加快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
贷登记服务公司、“金融
超市”等普惠金融组织发
展。加大农村信用社银行
化改革力度，稳妥做好农
村合作金融改革试点。推
进企业股份制改造，加快
企业上市、挂牌步伐。科
学规划金融业发展布局，
建设金融商务区。加快地
方金融信用和信息服务
平台建设，优化金融生态
环境，防控地方金融风
险。

王云鹏指出，每一次
经济大调整，都是资源重
新配置、区域竞争最激烈
的时期。他希望，各级各
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事业
心和责任心，增强紧迫感
和使命感，始终做到永不
保守、永不满足、永不停
顿、永不懈怠，坚定信心、
共同努力，奋力开创泰安
科学发展新局面。

王云鹏参加政协经济一组的讨论时表示

扩扩大大社社会会融融资资
扶扶持持实实体体经经济济

本报泰安2月3日讯
(记者 侯峰) 截至2月3

日中午12时，市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共收到提案
287件，其中党派、团体提
案90件，占收到提案总数
的31 . 4%。市政协提案委
员会根据《政协泰安市委
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的有
关规定，进行了认真审
查，共立案237件，并案44

件。不予立案6件，将作为
委员来信或其他方式处
理。

立案提案中，经济类
提案96件，占立案总数的
40 . 4%。主要有支持和引
导传统工业新兴化发展、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政用
产学研信息交流平台，加
快发展我市特色经济、加
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
展，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等建议。

城建环保类提案89

件 ，占 立 案 总 数 的
37 . 6%。主要围绕推进城
乡公交一体化发展、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进一步改
善泰安城区交通状况、引
导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公
共停车场解决“停车难”
问题，建立泰山东麓生态
文化休闲旅游带、加快大
汶河景观大道建设，推进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
居民生产生活质量、进
一步规范物业管理、限
制和规范领养宠物，大

力推广清洁能源汽车、
加 大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力
度，增加泰城居民区全
民健身场所、加强城市
管理优化人居环境，加
大汶河沿岸农村生活排
污及垃圾处理、改善供水
实施保障用水安全，完善
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泰城公共绿地建
设与管理等内容。

科教文卫体类提案
3 1 件 ，占 立 案 总 数 的
13 . 1%。主要体现在营造
创新文化增强创新能力
加快泰安创新型城市建
设、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力
度、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增设泰安历史文
化介绍设施等方面。

政法统战、劳动保
障、民族宗教以及其他方
面的提案21件，占立案总
数的8 . 9%。主要涉及创建

“诚信泰安”、加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安全感，发展生态
养生养老打造生态幸福
城等领域。

据了解，对已经立案
的提案，大会闭幕后，将
按照相关程序转交有关
部门办理，及时答复委
员。同时，认真筛选一些
事关全局、群众关注的重
点提案和重要提案，呈请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阅
批、市政协主席会议督
办。本次大会闭幕后收到
的提案，将及时审查，转
交有关单位办理。

本报泰安2月3日讯
(记者 侯峰) 3日上午，
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向代表提交关于201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今年泰
安将高质量编制“十三
五”规划，

2015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为：经济
增长方面，全市生产总值
增长8 . 5%左右，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9 . 5%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左
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12 . 5%左右，进出口总
额增长11%左右，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18%左右。结
构优化方面，服务业增加

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
高1个百分点以上，税收
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进一步提高，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提高1 . 3个百分点以
上。社会民生方面，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9%左右，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10%左右。城

镇新增就业5万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6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 5%以内。人口自然增长
率控制在10 . 39‰以内。生
态建设方面，全面完成省
政府下达的年度节能减
排约束性目标任务，完成
省下达的过剩产能化解
任务。

本报泰安2月3日讯
(记者 侯峰) 3日上午，
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向代表提交关于泰安市
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5年，全市将安排资金
13亿元保障社会民生改
善。

2015年全市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205 . 2亿元，增长9 . 5%左右。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
排300 . 2亿元，增长5%左
右。全市当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加省级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补助、调入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地方政
府债券转贷收入以及上年
结转收入等122 . 1亿元，收
入共计327 . 3亿元。

2015年，市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51 . 5

亿元，增长8 . 6%左右，其
中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计24 . 8亿元，增长8%

左右。按照收支平衡原
则，2015年，市级一般公
共预算总支出相应安排
197 . 8亿元，增长4 . 9%。

按照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的有关要求，2015年
市级支出预算安排上，着
力保障以下“四个”重点。
重点保障机关运转和工
资、津补贴、公车等改革
政策落实，共安排资金
18 . 9亿元。重点保障社会
民生改善。共安排资金13

亿元，全面落实各项民生
政策。重点保障稳增长、
调结构、培财源。共安排
资金3 . 7亿元。重点保障
城市建设和政府债务还
本付息，切实防范债务风
险。安排资金4亿元(含土
地出让收益安排 2 . 3亿
元、电力附加安排2000万
元)。

记者了解到，在民生

方面，安排2 . 7亿元，将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
贴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
提高到380元；安排2309万
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人均经费标准由35元提
高到40元。安排3369万元，
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政策。安排585万元，
落实农村计划生育家庭
扶助政策，将独生子女死
亡家庭扶助标准由每月
400元提高到500元，将城

镇和农村独生子女伤残
家庭扶助标准由每月270

元、150元统一提高到400

元。安排4072万元，将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提
高每人每月400元；安排
5902万元，将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政府
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75

元提高至85元。筹集6 . 7亿
元，支持全市开工建设保
障性住房35143套，基本建
成15100套。

立案提案237件
经济类占四成

全全市市生生产产总总值值增增88 .. 55%%左左右右
城城镇镇居居民民人人均均可可支支配配收收入入增增99%%

今今年年将将安安排排1133亿亿元元
保保障障社社会会民民生生改改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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