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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懂你，所以给你最想要的。
11月2日，一汽丰田威驰1 . 5L“智臻
星耀版”领酷登场。闪耀亮相的威驰
智臻星耀版，外观和内饰全面升级，
颜值炫出新高度；加装15英寸铝合
金轮毂及黑色酷感电动后视镜，更
增添实用储物空间和镀铬装饰，点
滴细节诠释丰田品质。更加有诚意
的是，威驰智臻星耀版官方售价为
MT车型8 . 18万元、AT车型8 . 98万
元，进一步拉升性价比，成为消费者

“人生第一辆车”的不二之选。

“劲动时尚 耀你风格”

威驰1 . 5L智臻星耀版

领酷登场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宗禾 ) 3日上
午，淄博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
着淄博经济开发区由筹备阶
段进入了全面建设开发的新
阶段，成为继五区三县、淄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湖
旅游度假区之后，淄博市新的
组成部分。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浩在讲话中指出，规划
建设淄博经济开发区是市委、
市政府着眼全市发展大局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完全符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符
合淄博转型发展实际，意义十
分重大。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
想认识统一到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
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目标定位
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和决
心，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推
进淄博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
尽快抓出大的成效。

王浩强调，淄博经济开发
区建设发展必须坚持高标定

位，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要着力打造引领全
市转型发展的新引擎，以高端
制造业为主导，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
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为全市
转型升级探索新路、积累经
验。要着力打造产城融合发展
的样板区，围绕产城融合、产
学研融合推进城市建设和产
业发展，以产促城、以城带产，
探索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
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变的

有效途径。要着力打造创新发
展的示范区，坚持走市场化路
子，把体制机制优势真正转化
为发展动力，力争两年内搭建
起基本框架，五年内形成规
模，并进一步创建为国家级经
济开发区。

王浩强调，淄博经济开发
区是全市转型发展的一个重
要平台、窗口和支撑，全市上
下要树立一盘棋、一家人思
想，全力支持、全力服务、全力
配合、全力奋进，合力加快建
设发展步伐。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宗禾) “规划建
设淄博经济开发区是我市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
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
举措，对完善区域重大生产力
布局、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都具
有重要意义。”3日上午，在市
委、市政府召开的专题会议
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连华
在谈到淄博经济开发区建设
时指出。

今年6月25日 ,淄博市委、
市政府就曾专门召开淄博经
济开发区建设协调工作会议，
对淄博经济开发区建设有关
工作作出部署。当时，周连华
指出，加快淄博经济开发区建
设，是市委、市政府推进转型
发展的重大决策，要举全市之
力搞好淄博经济开发区建设
工作。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
识，坚决服从、全力服务，深入落
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安排，

形成加快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
的强大合力。要按照‘产城一体、
融合发展’和‘多规合一’的要
求，高起点、高标准编制经济开
发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突出
产业定位，体现城市特色，为科
学开发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周
连华在专题会上表示，“要坚
持基础设施先行，统筹推进园
区道路、管网、供气、供水、供
热、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布局
建设，提升园区承载功能。要
坚持以优质项目建设为纲，大

力组织实施能够引领产业转
型、增强发展后劲和具有长远
带动效应的大项目、好项目，
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同时，周连华还指出，要
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做强做
活投融资平台，全面增强经济
开发区融资功能，为开发建设
提供有力资金支持。要进一步
理顺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
境，努力将淄博经济开发区打
造成最具吸引力、竞争力的

“亲商、重商、富商”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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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村村北北郊郊镇镇整整体体划划入入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
出台多项奖励政策，着力建设国内一流水平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本报记者 刘晓

记者获悉，淄博经济开发区建成后，将明确园区的功能定位,以健康产业、电子信息、机电装备、文化教育等高端产业为
主导,着力建设国内一流水平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并在招商引资、土地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据悉，淄博经济技术开发区不
是行政区划，而是指位于张店区世
纪路以西到滨博高速，济青高速北
线到昌国路这之间的大体区域，大
概50平方公里。为了和张店老城区
相区别，所以被约定俗成称为淄
博新区，也就是淄博新城区。同
时，经济开发区是一个泛指的说
法。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工
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各类产业
工业园 (比如农业开发区、化学工
业园、汽车工业园等等 )的一种通
称，也简称“开发区”。根据开发区
的规模等级，可以分为国家级开
发区、省级开发区、市级开发区
等。而“淄博经济开发区”和“文昌
湖旅游度假区”级别一样，都属于
省级开发区。

淄博经济开发区的领导机构
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市
政府派出机构，淄博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与管委会合署办公。

淄博经济开发区的前身是
1992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建
立的淄博外向型工业加工区(批复
文号是 ( 9 2 )鲁府外协组字第1 1号
文)，2002年，省政府将其更名为淄
博经济开发区。开发区成立后，一
直与淄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合并发展，经过多年的开发建
设，淄博经济开发区原批复的范
围已趋于饱和，难以满足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需要。

建区二十余年来，淄博经
济开发区制定了《争创国家创
新型科技园区编制规划方案》
并出台了多项奖励政策。坚持
把招商引资作为高新区加快
发展的根本途径。设立了专业
招商机构和行政服务中心，实
行了项目代表制和代缴费用、
代办手续、代建厂房的“三代”
服务，以及一个领导、一个责
任部门、一个项目班子、一系
列措施的“四个一”工作推进
机制。

德国西门子、美国PPG、
空气化工等10余家世界500强

企业先后进区发展。特色主导
产业创新集群不断壮大，主导
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建立了

“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
“国家火炬计划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先进陶
瓷产业基地”以及“山东省中
药现代化科技产业示范园”、

“山东(淄博)电子仪器仪表产
业园”和“山东(淄博)软件产业
园”，形成了新材料、现代医
药、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
业四个特色产业创新集群。

经过不断建设，淄博经济
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城市环境承载力不断增
强。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效能管理，1993年编制
了《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总体规划》；2001年组织编制了

《淄博高新区城市发展规划》，
后来，经过两次修订完善。

据了解，为满足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需要，今年 7

月经省批复，淄博市委、市
政府将淄博经济开发区扩
展至淄博市周村区，范围为
周村区北郊镇镇域全部。这
也同时意味着，区划面积再
次减少。

十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已先后进区发展

经济开发区级别

等同于省级开发区

张店经济开发区

2006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设立
的省级经济开发区，核准规划面积
400公顷。开发区分为建成区和新建
区两部分，涉及精细化工、机械制
造、纺织服装、高档建材等行业。

临淄经济开发区

位于临淄区西部，工业区由韩国
工业园、齐鲁创业园、乡镇创业园、港
台工业园、民营工业园和高科技工业
园六个各具特色的园区组成。

周村经济开发区

位于周村区城北，分工业和生
活居住两个功能分区，其中工业区
分为纺织工业区、机械电子工业
区、食品工业区、轻工业区、化学工
业区、建材工业区。

桓台经济开发区

于1992年经省政府批准设立，
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先后荣获“山
东省省级先进开发区”、“环渤海省
级开发区投资环境竞争力百强”和

“环渤海省级开发区循环经济竞争
力百强”称号。

淄川经济开发区
按功能分类布局规划为“三区

三园”。区内现有企业200余家，规模
以上企业80余家，整个开发区形成
了现代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集聚
地，成为外商争相投资的沃土。

沂源经济开发区

位于沂源县城东部，辖区16个
村，沂河头，胡家沟，南张良，中张
良，苗山，寨里，前石臼，后石臼，儒
林集，东儒林，中儒林，西儒林，前
崖，黄家宅，下龙巷，南石臼。

高青经济开发区

成立于2001年，是城市总体规
划内的新兴综合新区，总规划面积
50平方公里，辖纺织服装区、冶金建
材区、机械制造区、电子信息及医
疗器械区、生物制药区、化工区、商
务生活区七大功能分区。

博山经济开发区

是山东省最早批准设立的48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之一。辖11个社区、52

个行政村，建有机电产业园、泵业产
业园和新材料产业园三大产业园区
和汪溪湖综合服务区，及颜山国际、
岜山社区、九龙峪、南域城等集文化、
休闲、商贸一体的中心社区。

各区县经济开发区

发展情况简介

相关链接

淄博经济开发区地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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