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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家铸锻企业

将系统治理

煤炭采掘曾是章丘市的
重要支柱产业。“在鼎盛时
期，章丘市共有各类矿山企
业216个，年利税5亿元。”据
章丘市市长刘天东介绍，为
了淘汰落后产能，章丘市从
2012年开始对煤炭企业进行
深化资源整合和资产重组。
从去年开始便对全市境内所
有煤矿进行关停，已经累计
关停17处煤矿。

刘天东介绍，章丘市从
2013年实施山石开采整治，
整治关停黏土矿，到目前累
计关停53处采石场、31家黏
土矿。“今年章丘市还将加快
落后机电设备淘汰力度。”

章丘是著名的铁匠之
乡，铸锻产业也是章丘的传
统产业。据了解，章丘市在册
的就有700多家铸锻生产企
业，拥有各类窑炉约1500台，
但绝大部分达不到行业准入
标准，还会产生严重的污染
问题。刘天东介绍，章丘市鉴
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大气环境
治理的形势，在2015年底启
动了铸锻行业治理，对一些
铸锻企业将予以关停或升
级。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不
仅要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还
要培育新兴产业。刘天东介
绍，章丘市将对塔机、风机和
炊事机械等特色产业集群进

行扶持发展，并引进多个建
筑产业化项目，还发展玄武
岩纤维、石墨烯等新材料产
业。

章丘市还将深入“互联
网+”理念，推进章丘工业的
转型升级。依托“好品山东”
等平台，以炊事机械、塔机、
风机三大行业为重点，建设
中国（章丘）工业品O2O展销
中心，遴选百余家山东省名
牌产品企业入驻，章丘的工
业品有望在网上销售。

章丘正在补齐

服务业发展短板

刘天东坦承，服务业一
直是章丘的短板，服务业占
章丘市的经济总量一直维持
在30%左右，“与先进地区差
距明显，同时也说明发展潜
力巨大。”

为了实现现代服务业的
突破，章丘市引进了一批商
贸物流、文化旅游等大项目。
如蓝海领航、银江智谷等综
合平台型项目，绣源河喜来
乐旅游综合体、复华未来世
界等项目，“都代表未来发展
潮流，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刘天东还介绍，总建筑
面积70万平方米的唐人中心
基本建成。近年来，大润发、
维华商业广场等一批商业综
合体开业运营；双山大街沿
线片区闽台中天综合体项目
东西地块全面开工，完成开
发22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

开始招商运作。
章丘市还将在中心商贸

区、双山大街、火车站和客运
站等区域，招引一批高端服
务业项目，打造一批特色商
业街区，推动传统商贸向综
合型态转变。

打造省会都市圈

重要旅游目的地

刘天东介绍，朱家峪景
区正式晋升4A级。泰王水世
界7月份开园纳客，是国内唯
一泰式风情文化主题水上乐
园。拥有江北领先、全国一流
水平的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搬
迁至章丘，园区一开业就火
爆了国庆旅游市场。

在2015年，章丘市实现
了乡村旅游的提质发展。刘
天东介绍：“章丘市的旅游产

品不断丰富，接待水平不断
提升，旅游发展空间不断拓
展。”在2016年，章丘市还将
高起点规划建设绣源河、绣
江河等片区，加快复华未来
世界等项目建设，还将扶持
发展垛庄“五彩山村”等一批
乡村旅游示范点。

为了深度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章丘市还将整体谋划，
统一设计，深度开发文化旅
游、工农业旅游等业态。

章丘还将对动植物园片
区进行整体规划，通过绣源
河黄金水系，把南部山区、动
植物园、喜来乐婚庆板块、泰
王水世界、复华未来世界串
点成线，集中打造旅游休闲
度假、婚庆娱乐观光等业态。
章丘市由一游向多游转变，
形成吸引人、能住下、愿消费
的旅游经济，“打造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重要旅游目的地。”

所有镇驻地全部通公交

实施章莱路南段、南外环二期明埠路改
建新建，积极推动省道102线绕城段（北外环）
改建；做好350公里县乡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和
隐患治理，确保农村道路安全畅通；全部回购
章丘市内班线客车，新增60辆纯电动公交车，
实现镇驻地城乡公交全覆盖，完善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章丘市将全部淘汰“黄标车”

章丘市将强化源头控制，严格执行环境
准入和排污许可制度，从严控制主要污染物
排放。建设全市环境安全防控平台和化工园
区环境安全防控体系，提高环境执法、实时
监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体系建设，提高治霾成效，改善大气质量。
更大力度实施各项治理措施，严管严控，实
施铸锻行业污染治理，全面淘汰“黄标车”，
严控施工、渣土运输扬尘。

今年新增造林面积2万亩

章丘市将实施圣井水源地扩容，规划建
设大站水厂，加大保泉力度，提高水资源统
筹利用和保障水平，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章
丘市还将完善月宫水厂配套设施。实施山区

“五小水利”工程，做好用水困难区域打井供
水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饮水有渠道、水质有
保障。以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为契机，大力实
施各类绿化工程，新增造林面积2万亩。

将建病死畜禽处理收集系统

章丘市继续完善“天网”工程，新增1800

个高清监控，建设市级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中
心，完善打击犯罪和服务群众的基础设施体
系，提升治安防控和城市管理能力。完善食
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构建农药连锁经营体
系，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系统，形
成“舌尖上安全”综合保障机制。

今年建设完成多个休闲公园

章丘市将在2016年完成济青高铁沿线征
地拆迁，加快马安村、体育公园东侧等改造项
目建设，适时启动城中村、城郊村重点片区改
造，力争全年完成65万平方米拆迁改造任务。
章丘还将完善城中绿化规划布局，完成林荫
公园和龙盘山公园建设，启动唐王山公园规
划建设，市民将有更多休闲的好去处。

建成新城实验学校

市医院病房楼启用

建成新城实验学校，推进四中新校区和
部分城区中小学新建改建，逐步解决城区学
校大班额问题。今年还将启用市医院病房
楼、中医院综合楼，改善群众就医条件。

完成6000户农村改厕

启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实施国家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工程，完成6000户农村改厕、50个村街巷道路
硬化。加大污水处理力度，启动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修缮一批古迹和特色建筑。

继续推广扶贫工程，持续推进中药材产
业发展，完善优秀人才回乡创业机制，集体
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新增加120个以上。

建设“青年创业园”

设立回乡创业资金

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建设
“章丘青年创业创新园”，积极开展创业指
导。设立回乡创业专项资金，引导优秀人才
回乡建设家乡，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培养一
批致富带头人。突出抓好各类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工作，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
动力等群体技能培训，促进创业就业实现更
大成效。

本报记者 蒋龙龙

22001188年年章章丘丘贫贫困困人人口口将将全全脱脱贫贫
未来5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

章丘市2016年将规划建设绣源河、绣江河等片区

向向西西对对接接，，变变身身省省会会旅旅游游目目的的地地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蒋龙龙） 12日，记者从

章丘市《政府工作报告》获
悉，在“十三五”期间，章丘
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
右，将依靠明水经济开发
区，将章丘市打造成为省会
东部产业新城。章丘市还将
在未来5年内持续加大扶贫
力度，2 0 1 8年实现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章丘市在未来5年，全市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
增长10%左右，城镇居民、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
增长9%、10%左右。

到2020年，章丘市的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
值比重48%左右，争创国家

创新型城市。章丘市还将发
展壮大物流、电子商务、金
融、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构建省会现代服务业聚集
区。

章丘还将加强与济南市
对接融合，加快融入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章丘在未来5年
将依托明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一流的新型工业聚

集区和转型升级示范区，打
造省会东部产业新城。

章丘市将高起点规划绣
源河、绣江河、圣井新城等重
点片区。规划建设一批重点
镇、中心社区，分类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并将规划建设济
青高铁章丘北站、南北外环
等一批重点工程。

在未来5年内，章丘市将
扩大退耕还林还湿面积，建
设海绵城市，建成章丘国家
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地
公园。到“十三五”末，章丘市
全市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3 3 % 、
45 . 8%市。章丘市还将实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按照现
行标准，2018年实现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章丘市的文博中心已经在2016年初正式免费向市民开
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本报记者 蒋龙龙

“章丘市将抓住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的重要契机，向
西对接省城，实现章丘从县
域经济到城市经济的转
型。”1月12日，章丘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正式开幕。章丘市市长
刘天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章丘将对700家铸锻
企业进行系统治理，实现产
业的转型升级。章丘市还将
在2016年引进建设多个现
代服务业项目，逐步补齐服
务业发展的短板。章丘市还
将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工农
业旅游等业态，将章丘打造
成为省会城市圈的重要旅
游目的地。

章丘市的发展方向正在对接省城，实现高速发展。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位于章丘的济南野生动物世界里游客众多。（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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