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3亿元

预计去年地区GDP达到913亿
元，年均增幅10 . 5%以上，是2010年
的1 . 65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际
完成44 . 28亿元，是2010年的1 . 99倍。
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动力并驾齐
驱。预计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34 . 4亿元，引进市外资金80亿元，
分别是2010年的2 . 24倍、3 . 66倍；五
年建设重点项目190个，完成投资
528 . 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547 .43亿元，是2010年的1 .98倍。预
计实现外贸进出口8 . 27亿美元，其
中出口7 . 75亿美元，分别是2010年
的1 . 6倍和1 . 81倍。改革活力不断释
放。自2014年全面实施商事制度改
革以来，全区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 .55万户，增长近50%。

57 .13%

全区三次产业比例由2010年的
0 . 32：49 . 98：49 . 7调整为0 . 15：42 . 72：
57 . 13，率先在全市形成了以服务经
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78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扩大到78平方公
里，其中淄博新区达到25平方公
里，市文化中心、景观水系等重要
功能区加快建设，全区城镇化率达
到91 . 94%。改造扩建城乡道路40条
共36公里，建设雨污水、供热管网
314公里。

465万平方米

十二五期间，新建、改建各类
园林绿地465万平方米，森林围城
完成种植面积10万余亩，栽植各类
树木1000余万株。持续开展环保治
理行动，关停萱泽崧电厂等高耗能
高污染企业300余家，淘汰黄标车
1 . 34万辆，全区空气质量良好以上
天数达到132天，被表彰为省级生
态区。

3 .3155万元

预计去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33155元，年均增幅10%

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
内，荣获省级创业先进城市称号。
城镇和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
险实现城乡统一和基本覆盖，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11年上涨，城
乡低保标准不断提高。

30万人次

十二五期间，实施各类社会救
助项目45项，救助困难群众30万人
次。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8756套，
3300多户困难群众享受廉租住房货
币补贴。解决了全区41个村4 . 83万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26所

十二五期间，新建、改扩建26

所中小学校、幼儿园，67所学校完
成运动场地、安保防控等设施规范
化改造，被评为全国县域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区。改造提升医院、
卫生室36处，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全部实现药品“零差价”销售。

37%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推
行政务公开，建立了“三张清单
一个平台”，区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区级行政审批事项
削减37%。

数字2015

张店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区长王义朴作政府工作报告：

““十十三三五五””建建设设成成为为国国家家级级生生态态区区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刘光

斌) 12日，张店区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区长
王义朴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
出了“十三五”规划的总要求。报
告提到，“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建设成为天蓝地
绿、生态宜居、人民满意的国家级
生态区。

“十三五”总要求为，在提高
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
基础上，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

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
一番。“十三五”时期，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7 . 5%左右，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8 . 5%

左右。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

效。到2020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为0 . 16：35 . 84：64左右，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到40%以上。

生态文明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低碳水

平不断提升，超额完成省市下达
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能源资源
利用率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等指标持续提
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削
减，到2020年，PM2 .5、PM10等主要
污染物浓度均累计下降30%以上，
全面实现城乡生活垃圾、污水全
处理，建设成为天蓝地绿、生态宜
居、人民满意的国家级生态区。

人民生活质量达到新的水
平。全区人民共同富裕步伐加快，

城乡居民收入较2010年实现倍增，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保
障体系日益完善，社会更加安定
有序，人民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和
满意指数大幅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进
展。营商环境、干部作风、工作效
能、政治生态等实现显著提升，法
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进
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
本形成，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得
到充分释放。

张店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

三年实现南部

区域转型升级
大力优化南部区域产业布

局。设立2亿元财政专项资金，实
施南部区域产业优化升级“三年
行动计划”，努力打造全市转型升
级先行区、生态环保示范区、产城
融合样板区。关停淘汰一批。严格
按照环保、安全、技术标准正推倒
逼，对不达标企业坚决予以关停
取缔。搬迁入园一批。推动化工企
业迁入齐鲁化工区湖田产业园，
园区以外严禁新上化工项目；引
导建陶企业迁入中铝淄博工业园
和宁夏石嘴山工业园，其中湖罗
路以西建陶企业全部搬迁入园或
关停。支持中铝淄博工业园加快
建设。改造提升一批。对技术水平
较高、竞争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
的建陶、化工等企业，鼓励抓技
改、上规模、创品牌，向高端高质
高效方向发展。

设立亿元资金

支持技术改造
努力振兴工业经济。认真落

实工业强区“30条”意见，配套出
台实施细则。一是推动工业园区
快速成长。积极推进齐鲁化工区
湖田产业园、淄博科技工业园、张
店经济开发区内部及周边村庄合
村并居、集聚建设，拓展园区发展
空间。抓好齐隆化工16万吨石油
树脂、昊圣专用模具等24个项目
建设，拉长园区产业链条，打造特
色产业基地。二是加大工业投入。
组建不低于1亿元的企业技术改
造基金，支持建陶、化工、机械、轻
工等传统产业进行高端化改造。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铸链工程”，
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支持山东
铝业、美林电子等企业建设特色
产业基地，支持优势企业创建市
级以上创新平台，推动新兴产业
倍增翻番。三是大力培育骨干企
业。集中扶持20家龙头企业、20家
创新型高成长企业发展壮大，加
快解决张店工业“少山无峰”的问
题。实施工业企业规范化改制“五
年行动计划”。

集中力量实施

重点项目72个
突出加大有效投入。谋划实

施一批产业链长、业态新、带动性
强的优质项目。年内集中力量实
施重点项目72个，总投资546 . 5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35 .8亿元，其中
市重大项目35个。坚持以开放促
发展。大力开展精准招商，围绕南
部区域、工业园区、淄博新区等功
能区块发展需求，加强与苏浙港
台等国内外客商的联系合作。建
立重大招商项目区大班子领导挂
包责任制，强化14个专业招商小
分队与区内服务团队两线配合、
上下联动机制，提高招商引资针
对性和成功率。支持企业上市挂
牌、兼并重组，鼓励引导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优化外贸
结构和市场布局，促进外贸转型
升级。

3年内所有工业

锅炉超低排放
聘请高层次专家对大气污染

成因进行检测分析，分行业研究
制订治理减排措施，提高污染治
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扎实开展
空气异味综合整治。把42家化工
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综合采取关
停、搬迁、提升改造等措施，力争6

月底前全面完成治理任务。加快
建立异味点源治理长效机制，城
区内严禁新建废旧收购点，禁养
区内严禁设立畜禽养殖点，加强
餐饮油烟、洗车点、汽车维修点日
常监管，促进异味点源业户规范
经营。深入开展燃煤行业环保治
理，逐步提高排放标准，年内30万
KW燃煤电厂配套锅炉实现超低
排放，2018年底所有工业锅炉实
现超低排放；加强燃煤企业脱硫
脱硝设施建设，推进清洁型煤替
代和集中供热，推动低碳循环发
展。

大力优化生态环境。加快
推进孝妇河流域“治用保”综合

治理，配合抓好孝妇河湿地公
园建设，完成孝妇河人工湿地
生态修复、底泥综合治理、沿河
道路绿化建设等7项工程，确保
水质基本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积极推进“清水润城”，实施猪龙
河东支河道白家村段综合治理等
工程，抓好涝淄河、猪龙河、玉龙
河水源补给和景观提升，全面消
除劣V类水体。深入开展森林围
城、荒山绿化、农田林网等大环境
绿化，加快张店公园、青年公园改
造、唐家山生态恢复等工程建设，
推进南定、沣水片区生态修复。启
动省级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先进区
创建工作。

整治改造

53个老旧小区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启动

实施南部区域整体城镇化项
目，突出抓好马南路建设、世纪
路南延、西五路南延、昌国路东
段拓宽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南部区域承载功能。统筹
推进新城区建设、招商、管理工
作，加快建设生态新城、产业新
城、宜居新城。

加强建成区治理改造。着力
打通主次干道交通瓶颈，实施人
民路、华光路、洪沟路下穿淄东铁
路工程，完成东二路北延、商场路
东延续建、健康街改造等工程，配
合实施金晶大道、人民路改造工
程，年内实现背街小巷全域亮化。
实施华星热力高温水热网工程，
新增供热能力1300万平方米；更
新升级8座垃圾转运站、8处公厕。
积极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坚持政
府主导、群众主体、多元筹资、有
序推进，大力实施棚户区和老旧

小区改造。2017年底前改造棚户
区68个，解决2 . 3万户城镇困难群
体的安居问题，年内启动齐赛老
旧居住区、山东齿轮厂宿舍等改
造项目14个。2017年底前完成53个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惠及居民
5 . 17万户，年内启动实施28个，全
面改善居住环境。规划建设6处农
贸市场，改造提升老旧市场，引导
占道摊点入市经营。启动交通管
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加快建立
智能交通体系。

建成保障性

住房2758套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农
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
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就业工作，
新增城乡就业1 . 2万人。实施精
准扶贫，年内实现市现行扶贫
标准下贫困人口整体脱贫。抓
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做实被
征地农民养老金个人账户，稳
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改革。开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新建8家日间照料中心、8

家农村幸福院，年内全区新增
养老床位700张以上。

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
保”和困境儿童保障标准，做好
0-9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和贫困精神病人救助工作。
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推进农村妇女“两癌”
免费筛查、适龄儿童免费窝沟
封闭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抓好重度残疾人安养工作。
建成保障性住房2758套，发放廉
租住房补贴1452户。

多项工程打通主次干道交通瓶颈，年内实现背街小巷全域亮化

设设22亿亿资资金金促促南南部部城城区区33年年大大变变
12日，张店区区长王义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张店将围绕建设“幸福张店”的总体目标和““高

点定位、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与“十三五”发展目标相衔接，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建议为：地区区生产总值增
长7 .5%左右，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8 .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 .5%左右，进出口保持
稳定，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 .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全面完成市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

本报记者 刘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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