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发展路线图

今 后
五年经济发

展 主 要 预 期 目
标是：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8%，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年均增长9%，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3%，
服务业比重提高到60%。

“

十三五”时期，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7%。

到2020年
全市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在4800万吨标准
煤以内。

打造百里黄河生态
画廊，完成126座山体
绿化。

确保 2 0 1 8

年全市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提高
到58600元和21500元

以上。

“十三五”

蓝图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

8%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9%左右，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3%左右，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11%左右。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8%和8 . 5%左

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

在3%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4%以内。

推进落实总投资3310
亿元150个市级重点项目，

年计划投资768亿元，其中

新开工项目76个、年计划投

资309亿元。

继续抓好华山、北湖、雪

山、南北康等22个重点片区

开发建设。

加快落实首批PPP项目，
力争三年内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总投资达到1000
亿元。

推行政府购买棚改服务
新模式，新开工五里牌坊、泺
口、海晏门、刘智远、大庙屯、

二药厂片区等58个棚户区改

造项目，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

45204户安置房开工任务。

推进工业余热利用和腊山
热源厂建设，新增集中供热面

积600万平方米。

全年完成200个村5万

人以上脱贫任务。

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实
施《关于进一步推动省级以
上开发区改革发展的指导意
见》和《开发区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做好新材料产业园和
商河经济开发区改革试点工
作。

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企业税费、社会保险费、
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
本。

推进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
转企改制取得实质进展。

实施济南城市国际化战
略，积极争取国家第一批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城
市。

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今年重点办好15件民生

实事。

确保城镇新增就业10万

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5万人。

新建、改扩建49所中小

学校，逐步解决大班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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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济南安排了150个大项目

RR22、、RR33线线开开竣竣工工时时间间都都有有了了
工业北路快速路

今年6月开工

2016年的重点建设项目总
投资3310亿元，年计划投资769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74个，年计
划投资459亿元。新开工项目76
个，年计划投资309亿元。

其中区域经济中心建设项
目将培育高端竞争优势企业，
着力提升构建产业新体系。重
点安排齐鲁制药生物医药产业
园、晋煤洁净煤汽化技术转型
升级等产业项目71个。

一批市民关注的大项目有
了开工和竣工时间。其中济南
宜家商场项目将于今年6月开
工，2017年12月竣工。锦江麦德
龙商场项目，也将于今年6月开
工，12月竣工。

今年还将集中开工一批交
通项目。工业北路快速路建设
工程和济南市东客站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计划于今年6月开工，
2018年12月竣工。轨道交通R2
线一期工程今年1 1月开工，
2021年12月竣工。轨道交通R3
线计划2016年6月开工，2020年
12月竣工。

投资促进年

探索“互联网+招商”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
“生命线”，去年济南专门成立
投资促进局，将在招商引资方
面大展身手。

记者从政府工作报告中了
解到，今年将开展“投资促进
年”活动，创新引资引技引智机
制，统筹推进全市招商引资工
作。

具体来看，济南将突出重
点产业招商，围绕济南主导产
业和优势新兴产业，以重汽、浪
潮、二机床等重点企业为龙头，
策划引进配套企业和项目，促
进产业延伸集聚、做大做强。还
要进行重点板块招商，各发展
主体按照全市产业统一布局，
以园区、片区、楼宇为载体，抓
好中央商务区、汉峪金谷、创新
谷、中新智慧城等重点片区招
商，引进一批高端产业，培植一
批亿元楼宇，打造一批增长高
地。

此外，济南还将突出重点
区域招商，把握国内外产业和
要素流动新趋势，策划德国工
业4 . 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领域
专题招商，开展赴美国、德国、
韩国、新加坡及我国香港、台
湾、北京、上海、珠三角等境内
外重点区域招商推介活动，组
织中德中小企业高峰论坛和中
美财富论坛。探索“互联网+招
商”、市场化招商新模式，建立
招商项目库、产业专家库、信息
数据“云后台”，强化跟踪服务，
增强招商引资工作实效。

推行政府购买

棚改服务

在旧改棚改的过程中，济
南将注重连线成片、集中突破，
推行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新模
式，新开工五里牌坊、泺口、海
宴门、刘智远、大庙屯、二药厂
片区等58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45204户
安置房开工任务。

此外，济南还将科学制定
征地拆迁计划，加快推进东客
站、济青高铁高速、轨道交通沿
线、二环快速路等重点片区征
地拆迁工作。严格落实区级主
体责任，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
健全服务安置居民信息平台，
搭建房企与安置居民供求桥
梁，强化政策宣讲和法律服务，
扎实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为城
市发展、改善民生拓展空间。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刘雅菲 王皇） 今年的济南
将如何发展？17日，济南市十
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提交
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向
市民展示了一幅蓝图。今年济
南的生产总值增长确定在8%

左右，治堵、治霾、脱贫等事关
民生的工作，都将成为重点。

今年济南拟定了生产总
值增长8%左右的目标，从具
体指标来看，济南确定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9%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3%左右，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

左右。农业、服务业、规模以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4 % 、
8 . 5%和8%左右，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长保持稳定，实际到
账外资增长6%左右。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和8 . 5%左右，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这一系列的数字都将通
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实现。在
2016年，济南将全力推进“四
个中心”建设。打造“济南设
计”、“济南智造”、“济南服务”
三大品牌。举全市之力建设中
央商务区。建设桑梓店物流中
心、董家公铁货运中心、空港
国际物流中心三大枢纽以及
崔寨、大桥路两大综合园区。
高标准建设“两城两谷”，积极
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此外，一系列民生工作将
影响市民生活。济南将探索实
施积分落户制度，加大棚改旧
改货币化补偿安置力度。打造
泉城特色水环境，开展白泉泉
群景观恢复，9处泉域重点渗
漏带保护，力争千佛山风景区
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

级旅游景区。
在治霾方面，济南将狠抓

雾霾源头治理，加快推进济
钢、蓝星、庚辰等企业搬迁改
造，完成东部老工业区38家企
业搬迁改造和关停腾退。

治堵方面，将启动工业北
路快速路建设，确保二环快速
路、顺河高价南延2017年底全
部建成通车，还将加快凤凰路
南北段、旅游路东西段等一批
主次干道建设并且打通一批
断头路。

脱贫则将落实好低保、教
育、医保、危旧房改造等相关
政策，并且以产业扶贫为主攻
方向，全年完成200个村5万人
以上脱贫任务。

今年济南GDP

增速调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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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济南“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更是“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
泉城”破题起势之年。打造“四个中心”，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和棚改旧改是
关键环节。17日，济南2016年度市级重点项目计划安排出炉，150个高质量项
目将给济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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