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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财财政政更更加加注注重重民民生生优优先先发发展展
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

2月27日提交市
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审查的关于聊城
市2014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2015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聊城
市公共预算收入今
年增长11%，聊城财
政更加注重民生优
先发展，继续压减

“三公”经费、会议
费和培训费。

公共预算收入

今年增长11%
2月27日提交市十六届人大

五次会议审查的关于聊城市2014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显示，2014年，全市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财政运行情况
良好。报告提出，2015年全市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 .4亿元，比
上年增长1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9.5亿元，同比增长16.9%。

报告显示，2014年全市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 .2亿元，完
成汇总预算的100 .4%，比上年增
长15 .2%。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 8 6亿 元 ，完 成 汇 总 预 算 的
108 .1%，比上年增长10 .7%。2014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 .1
亿元，完成预算的100 .2%，比上年

增长10 .2%。
报告说，综合考虑全市主要

经济预期指标和财政收支增减
因素，2015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安排173 .4亿元，同比增
长1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
排297亿元，同比增长5 .8%。2015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9 .5亿元，同比增长16 .9%;市级一
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相应安排54 .7
亿元。

更加注重

民生优先发展
坚持民生优先导向，进一步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落实中
央、省、市厉行节约的有关规定，
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会议费和
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将新增财
力更多用于保民生保重点。

完善民生保障机制，坚持守
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优
先保障“老小孤残”等弱势群体的
基本生活需求，多做雪中送炭的
民生实事，强化财政托底保障功
能，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支持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
完善政府促进就业创业的财税政
策。推进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
事业发展，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支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创新机制推进保障性安居
工作建设。加强民生资金落实到
位，让广大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三公”经费

继续压减
2015年，要完善政府预算体

系，把政府所有收支都纳入预算
制度，市县政府预决赛、部门预决
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全部向社
会公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
评价结果应用，真正做到“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探索中期财政
规划管理，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
式，建立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还要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强化
预算约束，严控追加预算，严格预
算调整，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评价、
投资评价、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
购、公务卡等制度，规范预算执行
管理，加快支出进度，严控结余结
转，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加强支出
管理，坚持勤俭节约，从严控制一
般公务开支，推动形成厉行节约长
效机制。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
置预算制度体系，积极探索推进资
产集中调配共享共用机制建设。加
大财政监督力度，大力整治财经秩
序，切实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本报记者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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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55年年全全市市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重重点点出出炉炉
包括“六百工程”、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及百项民生工程等

“六百工程”

建设大都市
201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
10%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11%左右，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12 . 5%左右，进出口总
额增长6%左右，实际利用外资增
长10%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10%左右，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11%左右，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城镇登
记失业率、节能减排、人口自然增
长率等全面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
务。

按照“经济工作项目化、重点
项目责任化”的要求，聊城围绕工
业、农业、服务业、城建、民生、招
商引资推进六个领域，每个领域
筛选100个项目，确定了市级重点
项目“六百工程”，总投资7300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2300亿元。

建设“无霾”

生态水城
以节能减排为重点促进生态

建设。加强生态系统建设，推进全
市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

强化节能减排工作。深入开
展百企节能低碳行动，加快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加强高耗能行业
节能审查，加强现有燃煤企业监
管。

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严
格落实区域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严格环保准入门槛，加强工业
污染源治理。加快国家新能源汽
车示范市建设，抓好机动车排气
控制，加大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力
度。加强扬尘治理，加大对城区建
筑拆迁工地、道路施工、垃圾焚
烧、渣土车遗撒、堆场料场等扬尘
污染的督导整治力度。

加强生态保护工作。加大污
染点源治理力度，抓好城镇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和人工湿地建
设改造。加快水污染防治重点工
程建设，彻底解决污水直排问题。
抓好雨洪资源收集利用，实施地
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整治
农业面源污染，强化土壤污染防
治。新增造林面积25万亩、湿地保
护面积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到
40%。大力开展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活动，高唐、茌平、东阿创建国
家级园林县城，其他县(市)创建
省级园林城市。

挖掘传统资源

建文化聊城
聊城将大力挖掘和阐发优秀

文化资源。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研究，重点挖掘、整理、传播聊
城特有的运河、水浒、养生、红色

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大力实施“乡村记忆工程”，重点
建设一批文化生态保护区、“非
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完善政
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长效机制，
继续开展好文化惠民“三千”工
程。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建设，开工建设市图书馆新馆和
档案馆新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示范点建设，在50个乡镇、
村试点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放大44
个国家、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效应，培育发展一批民俗文化产
业。支持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强，
建设好文化产业项目、产业示范
园区、示范基地。积极参加中国艺
术节和山东省艺术节等文化交流
活动，力争推出一批在全省、全国
有重大影响的精品剧目，推动文
化产品、文化服务走出去。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
力实施旅游发展“1543”工程，加
快建设东昌古郡游憩区等5大旅
游综合体，规划推出运河旅游等4
条特色旅游线，提升发展城区旅
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促进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中国
首选养生旅游目的地”。

百项民生工程

惠及每位聊城人

经济发展，最终将用来惠
及民生。2015年，百个民生重点
项目，令市民期待。

推进全民创业带动就业。
继续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
和创业引领计划，免费开展职
业技能和创业培训。落实农民
工职业技能提升、权益保障、公
共服务三个“三年行动计划”，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7%以
内。争创国家级创业型城市。

努力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
力。 切实抓好卫生计生服务。
完善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加 强 重 大 疾 病 防 控 。开 展

“百名专家援基层、千名主治进
乡村”行动。继续开展农村贫困
家庭先心病儿童免费手术，贫
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手术。
全面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进 一 步 提 高 社 会 保 障 水
平。扩大职工和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覆盖面；适时调整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失业人员失业
保险金标准，逐步提高城乡低
保和农村五保标准；抓好双拥
优抚安置政策落实；探索实施
城镇职工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助
办法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
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
关爱服务体系；抓好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

同时，推进平安聊城建设、
加强食品安全、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等社会治理创新
工作也会持续强化。

2月27日，提
请聊城市十六届
人大五次会议审
议的2014年全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15年计划，
列出了2015年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重点，包括

“六百工程”、生态
建设、文化建设及
百项民生工程等
内容。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张跃峰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汪汪文文耀耀作作人人大大常常委委会会工工作作报报告告
本报聊城3月1日讯(记者

张跃峰 凌文秀 ) 2月28日下
午，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副主任汪文耀受市人大常
委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汪文耀说，2014年，市人大常
委会在中共聊城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动力，紧紧围绕全市
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先后召开常委会会议8次，听取
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25项，
作出决议、决定6项，开展视察、

调研、执法检查48次，较好地发
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来，以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夯
实人大工作基础。加强思想建
设，坚定做好人大工作的信念；
加强作风建设，夯实人大工作的
群众基础；加强制度建设，提高
人大工作规范化水平；加强机关
建设，推进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以服务发展大局为中心，依法开
展工作监督，围绕市委决策开展

监督，围绕经济发展开展监督，
围绕民生改善开展监督。以推进
依法治市为根本任务，不断强化
法律监督。以创新代表服务工作
为抓手，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抓
培训，提高代表依法履职能力；
抓载体，丰富代表闭会期间活
动；抓督办，增强代表建议办理
实效。

坚持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
任免相结合，认真做好人事任免
工作。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主动服
务发展大局，把对党负责和对人

民负责、对法律负责有机结合起
来。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工
作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机制，进
一步优化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年龄、知识和专业结
构。

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扩大
对部门的评议范围，增加评议
数量，提高评议质量，争取本届
内对所有政府部门评议一遍；
探索开展对人大任命检察官的
履职评议，把法律监督和工作
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司法
公正；紧紧围绕社会普遍关注、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法开
展专题询问，代表人民发问，问
出群众期盼，回应社会关切。认
真落实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探
索开展代表向原选举单位述职
活动；继续开展代表小组量化
考核评比，逐步建立“代表之
家”等活动平台，推进代表活动
的经常化、制度化；进一步完善
代表履职激励保障机制，建立
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奖惩机制，
开展办理结果绩效评估和“回
头看”活动，切实提高建议办理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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