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个

五年争取上级扶持资金5 . 1亿
元，实施投资过亿元项目197个，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714亿元，年
均增长14%，一批重大项目集群布
局、投产见效，为未来发展积蓄了
不竭的动力。

1061亿元

工业经济平稳发展。主营业务
收入过10亿元、利税过亿元企业分
别达40家和28家，14家列入市工业
50强。完成工业投资1061亿元，其中
技改投资占61 . 7%。新增院士、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达30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比达33 .1%。

61 . 8%

大力实施“东扩、南跨”战
略，建成区面积扩大到47 . 3平方
公里，城镇化率达61 . 8%。实施淄
江花园等17大组团开发，启动徐
姚片区改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
明相得益彰的东部新城跃然眼
前。稳步实施14个城中村和棚户
区项目，改造提升27处老旧小区，
金山镇、凤凰镇入选全国重点
镇，敬仲镇被评为全国文明镇，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2 8处。投资
24 . 5亿元，新建改造城乡道路734

公里，张皇路二期建成通车，杨
坡路、南外环立交桥相继贯通，
济青高铁临淄北站正式获批。

41 . 9%

深入开展化工行业、扬尘粉尘
等专项治理，完成10家燃煤电厂脱
硫脱硝改造，淘汰燃煤锅炉163台、
黄标车1 .7万辆，关停环保不达标企
业677家。实施76个节能项目，淘汰
钢铁落后产能110万吨，万元生产
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下降，空气质量良好率达41 . 9%。
新建3处污水处理厂，扎实开展“三
河”流域综合治理，引太入辛工程
全面完工。大力实施森林进城、园
林下乡等绿化工程，林木绿化率达
13%。

35058元 16840元

预计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5058元、16840

元，年均增长10 .9%和13 .2%。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00亿元，人均
6 . 5万元，是2010年的1 . 6倍。城乡居
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31 .9平方米
和38 .1平方米。

16万人次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五
年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16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3%以内。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逐步升级，互联网、移动通讯普及
千家万户，每百户拥有汽车39辆、
电脑69台。逐年上调社会保障标
准，农村低保和五保供养标准分别
提高到每人每年3135元、4300元，城
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
每年380元，基础养老金达到每人
每月90元，失业金和城市低保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950元、450元，
企业退休养老金连续11年实现增
长。新建保障性住房44万平方米、
安置房222万平方米，改造农村危
房2076户。深入开展合力帮扶、大病
救助等公益活动，发放救助金1 .6亿
元，惠及群众4 .7万人。

数字“十二五”

临淄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区长白平和作政府工作报告：

力力争争22002200年年““气气质质””良良好好率率达达5555%%

临淄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12日，临淄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区长白平和作政府工作报告。各位代表一并审议了《临淄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今后五年临淄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 . 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8 . 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左
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 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确保完成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力争2020年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比37%

本报记者 王亚男

明确产业定位，推动金山产
业园、经济开发区向千亿级规模
迈进，培植高档纸、稀土新材料、
生物医药、厨房设备四大百亿级
产业板块，塑造一批创新型领军
企业。认真落实“中国制造2025”，
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增材
制造，改造提升化工、钢铁等传统
产业，做大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
兴产业，力争2020年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比达37%。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协调推进东部文化
旅游、西部现代物流、北部专业市
场、中部商业金融四大片区建设，
培育一批信息资讯和电商平台，
力争五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提高到35 .5%。

编制高铁经济片区

等重点区域规划

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工作，编制高铁经济片区、东
部新城和南部老城等重点区域
规划。坚持东部崛起、南部提升、
北部突破，纵深实施“东扩、南跨、
北延”发展战略，推进东部新城连
片开发，实施老旧社区、城中村和
棚户区改造，统筹推进新型城镇
化，力争2020年城镇化率达70%。
开通济青高铁临淄北站，建设青
银高速临淄东路口、张皇路三期、
省道102改线工程，配套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
大格局。改进城市管理，扩大政府
购买服务，加快宽带临淄、智慧城
市建设，努力让城市成为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加强水源地保护，启动引黄入临工程

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生态
文明先行的示范区。实行最严
格的环保制度，强化刑责治污，

“零容忍”环境违法行为。按照
关停一批、治理一批、规范一
批、提升一批的思路，全面开展
化工行业综合整治，倒逼产业
转型升级。在钢铁、电力、建材

等重点行业，大力推行结构减
排和工程减排，力争2020年空气
质量良好率达55%。

加强水源地保护，启动引
黄入临工程，协调推进雨洪资
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做活

“三河”流域景观水系。严格执
行新增燃煤项目倍量削减替代

制度，强制“双超双有”企业清
洁生产，推动循环经济示范项
目、示范企业和示范园区建设。
实施山水林田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程，推进森林围城、荒山绿
化、农田林网等大环境绿化，努
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景美
的生态临淄。

实施医疗中心、淄江中学等一批民生项目

坚持共享发展，打造幸福
和谐普惠的首善区。深入开展
德润临淄建设，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挖掘阐释齐
文化丰厚内涵和时代价值，实
施文化名城战略，大手笔策划

一批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
重大项目，加快重点文化旅游
景区建设，续写千年古都、文化
临淄盛世传奇。加大民生投入
力度，办好利民惠民实事，提高社
会保障标准，切实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

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生产，推进社
会治理精细化，建设平安临淄。实
施医疗中心、淄江中学等一批民
生项目，统筹发展科技、体育等各
项社会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努力使全区人民
在改革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办好民生实事，推进文化惠民，构建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今今年年建建设设保保障障性性住住房房33553366套套
12日，临淄区区长白平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生

产总值增长6 . 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左右，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和9%左右，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突出抓好56个

年度重点项目

突出抓好总投资330亿元的
阳煤一化乙二醇、蓝帆塑胶医用
手套、博创智能停车设备等56个
年度重点项目，力争项目开工率、
年度投资完成率均达100%。加强
地企协作共建，共同实施一批合
资项目，加快推进煤制氢等项目
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策划储备一批转型升级、城乡建
设、文化旅游和民生保障重大项
目，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确保良好天数

增长10%以上

下大气力推进环保治理。实
施新一轮化工行业综合整治，关
停淘汰安全环保不达标企业，完

成200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加快推进集中煤制气、集中煤制
粉和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抓
好总投资9 .3亿元的51个节能减排
重点工程，确保空气质量良好天
数增长10%以上。强化水源地保
护，完成齐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工程，推广集中式污水处理站。

更换新能源

公交车172辆

积极支持济青高铁建设，如
期完成征迁任务，高起点建设
临淄北站，搞好站前广场、交通
枢纽及配套功能区规划设计。
开工省道102改线工程，完成辛
河路整修，抓好青银高速拓宽
征迁工作，超前谋划遄台路、杨
坡路、 源路跨高速互通立交。
实施齐都路、辛三路等道路改
造升级，缓解城区交通压力。高
标准完成齐都文化城公园景
观，抓好张皇路二期、牛山路等6

条道路绿化，开展裸露土地、游
园广场“增绿添彩”行动，城市
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7 . 6%。开通
252路城市公交，更换新能源公
交车172辆。

启动齐王陵

森林公园项目

突出齐文化龙头地位，高标
准编制齐文化保护开发总体规
划。以齐文化产业园为统领，推进
齐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抓好
东周殉马坑、齐国故城城墙、排水
道口等保护展示项目，启动齐王
陵森林公园等文化创意项目，如
期开放齐文化博物馆。

高水平推进文化惠民。广泛
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评选
活动。拓展文化馆、图书馆服务功
能，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常态
化推进“一村一年两场戏”等文化
惠民工程，构建15分钟公共文化
服务圈。

新建玄龄小学

及3所幼儿园

着力夯实民生保障基础。完
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创建一批

“智慧就业”示范村居、社区，确保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落实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高
龄津贴提标扩面，困难群众医疗
救助比例由65%提高到70%。探索
五保供养社会化服务，引进新华
网智慧养老平台，建设以居家养
老为基础、社区日间照料为依托
的虚拟养老院。建设保障性住房
3536套。开展“救急难”综合试点。
新建玄龄小学，扩建实验小学、实
验中学和工业学校，建设3所幼儿
园，逐步解决大班额问题，促进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扩建妇幼保健
院病房楼，改造中医医院门诊楼，
深化区级医院对口帮扶镇卫生院
机制，推进健康临淄建设。

本报记者 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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