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5专题2016年1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武俊 组版：刘燕 <<<<今 日 济 阳

积极作为 真抓实干

济济阳阳街街道道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实实现现新新跨跨越越
济阳街道是银座综合体、黄河古镇等市、县重点项目集

聚地。2015年，在经济新常态下，街道紧紧围绕“坚持科学发
展、打造首善之区”的总体目标，凝心聚力，积极作为，真抓实
干，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

2015年，街道共完成地方生产总值42 . 47亿元，增长
1 0 . 3 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 6 . 2亿元，占计划的
104 . 97%，增长20 . 74%；新增规模以上企业3家，总数达33家；规
模以上企业完成增加值17 . 66亿元，占计划的103 . 33%，增长
16 . 95%，实现利税10 . 82亿元，占计划的105 . 49%，增长21 . 3%；完
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7 . 65亿元，占计划的109 . 29%；完成地方财
政收入17549万元，占计划的100 . 87%，其中自主税源占80%；完
成居民可支配收入15304元，增长10 . 8%。各项经济指标均全
面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目标。

近年来，济阳街道以项目建
设为重点，不断强化园区建设和
招商引资，实体经济实现了健康
快速发展，形成了过亿元项目集
聚，工业强、三产优的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工业园区发展势头强劲。街
道工业园区占地2000亩，目前，
园区内电力、通讯、排水等配套
设施一应俱全。为进一步提升园
区承载力，街道投入500余万元
完成了高压输电线路改造、框架
路铺设、园区大门建设等基础配
套工作。2015年，园区新引进博
然家具、永启若汐服装、欧亚德
数控机械3个过亿元项目，目前，
工业园区共入驻项目13个，已成
为街道经济发展增长极和招商
引资重要载体。

第三产业成经济发展“强引

擎”。目前，街道扩建续建项目16
个，过亿元项目10个，其中过亿
元三产项目 7个，第三产业顶
起街道经济发展“半壁江山”。
总投资 2 0亿元的济南浙江五
金建材城，一期已全部运营，
二期银座广场已对外开放，总
建筑面积3 . 5万平方的银座商
城已主体封顶；总投资102亿的
黄河古镇项目，启动区一期已全
部完工，接待中心和沿街商铺已
投入使用；总投资6 . 7亿元的
海棠湾度假村项目已成功试
营业。四建金海花园、滨河社
区、龙港·清华园等过亿元项
目也正有序建设中。2015年，
街道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7549
万元，其中第三产业税收占七
成，贡献突出，已成街道经济
发展“强引擎”。

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深入
推进新“四个一”农民收入倍增
计划，街道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新流转土地3000亩，形成了以菌
菜大棚、水稻产业、苗木基地为
特色的农业格局。

菌菜大棚建设稳步推进。
2015年，街道共发展菌菜大棚片
区6处，新增大棚300个，主要位
于北肖、董家、洼里王等村，超额
完成菌菜大棚建设任务。同时，
街道进一步加快蔬菜标准园建
设，在徐湾村建成一处占地600
亩的蔬菜标准园，在洼里王村规
划建设了一处占地196亩的高标
准蔬菜示范园。截至目前，街道
菌菜大棚达到2000余个。

水稻产业助推黄河大米长
远发展。2015年，街道与山东旭
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新流
转土地1200亩，建成一处高标准
黄河稻米文化产业园，水稻育
苗、精耕、种植、收割、储存实现
全程机械化，极大地推进了水稻

产业化发展。产业园新注册的
“玉金香”富硒系列，在粮价低迷
的大环境下卖到了10元/斤，为街
道黄河大米产业化种植起到了鼓
舞示范作用。在下一步，产业园区
将对黄河大米进行链条式加工、
包装、销售，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助推黄河大米长远发展。另外，为
延伸水稻产业链条，街道鼓励群
众充分利用稻草发展草苫加工
业，草苫加工已成为街道水稻产
业特色之一，年可实现增加值390
余万元。目前，街道水稻标准化、
产业化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

苗木基地与扶贫解困“联
姻”。街道充分发挥“第一书记”
帮扶带动作用，在市级贫困村董
家村流转土地120亩发展枣树专
业化种植，引进济南三箭集团投
资公司，流转土地266亩，打造了
一处高标准苗木种植基地，让贫
困村有了扶贫产业，群众有了脱
贫致富路。目前，街道苗木种植
基地达到18处。

为进一步构建整洁优美的
人居环境，2015年，街道实施环
卫委托管理，积极开展环卫整
治，城乡环境有效提升，通过开
展“乡村连片治理”项目，美丽乡
村更加宜居。

城乡环境有效提升。街道引
进“昌邑环卫”模式，将村(居)道
环卫工作进行托管，日常保洁更
加规范。街道通过扎实开展“三
大堆”清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省
级认定迎检工作，切实打造了更
加优美、宜居的村 (居 )环境。
2015年，街道财政共投入环卫经
费300余万元，开展集中整治活
动6次，清理垃圾死角3800方，清

理“三大堆”2800方，极大地提升
了城乡环境。

“乡村连片治理”打造美丽乡
村。2015年，街道积极争取村级公
益事业奖补资金，在辖区八里、董
家、稍门、罗家4个村，率先开展了

“乡村连片治理”项目。项目总投
资790 .33万元，通过硬化道路、铺
设排水沟、建设文体广场、粉刷墙
体等，切实提升了村级基础设施，
美化了村庄环境。2015年，街道共
完成县级美丽乡村建设2处，累计
完成市级美丽乡村建设7处，县级
美丽乡村建设4处，极大地提升了
村级基础设施，打造了更加文明
宜居的生活环境。

民生是群众幸福之基、社
会和谐之本。街道始终把民生
工程摆在重要位置，落实了教
育、养老、就业等一系列“接地
气”的民生实事，使改革发展成
果惠及广大群众。

城乡教育实现均衡发展。
投资700万元的中心小学宿舍
餐厅综合楼已投入使用；投
资360余万元，为街道中学和
中心小学新建塑胶操场，并
对浴室、厕所等设施进行了
改造提升；计划投资 3 8 0 0万
元对县实验二小进行扩建，
修建 1 3 0 0 0多平方米的教学
楼、公寓楼。2015年，街道顺利
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达标
验收。

养老敬老水平不断提高。
投资30余万元，对敬老院基础
设施进行了改造提升，五保老
人集中供养率达78%。新建宋
家、贺铺2处农村幸福院，街道

农村幸福院总数达到7家。新建
东郭、何家2处日间护理中心，
农村老人实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转移农村劳动力
1500余人，审批个体工商户、小
微企业创业贷款60余户，举办
技能培训3次。通过进一步完善
城市商业体系，新增就业岗位
6000余个。2015年，居民养老保
险收缴率和居民医保参保率均
超过99%。

农村公路网化工程持续推
进。为进一步优化农村路网,改
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2015年，
街道以每公里补助8万元的标
准，为李官、榆梁、五股道等9个
村(居)新建公路6000米，总投
资257万元，切实方便了群众出
行。

扶贫解困工作扎实开展。
在“第一书记”帮扶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协调资金950余万元，
对董家、宋家等11个市县两级
贫困村进行帮扶。新上产业扶
贫大棚片区、项目6个，发放救
济物品及资金76万元，实行农
村危房改造18户，完成了贫困
村“五化”提升工程，扶贫解困
工作成效明显。

农田水利设施成果显著。
街道财政出资100余万元，对西
总干支沟、顺堤干干沟进行了
集中清淤，新修生产桥8座，维
修节制闸3座，补贴新打机井
123眼，为农作物丰产丰收奠定
了基础。

社会保持和谐稳定。2015
年，街道开展打击防范涉众型
经济犯罪宣传活动3次，来信来
访按期办结率100%，无到县市
以上群体访，“安全生产月”活
动覆盖率100%，治安监控全覆
盖，切实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街道
充分发挥党建“龙头”作用，全
面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
2015年，街道加大财政投入，实
现了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全覆
盖；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先行”
成效凸显，为村级组织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加大财政投入，提升村级
党建保障水平。2015年，街道财
政列支300万元，为村级办公场
所建设、村干部补贴、村级组织
运转经费等党建工作提供资金
保障。街道对新建和改造提升

的村级办公场所，分别给予6-
10万元的财政补助；在上级补贴
的基础上，街道每月再为每名村
干部补贴200元；财政每年预算资
金30万元，按村(居)大小、人口规
模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给予补
助，并已全部拨付到位，切实提高
了村(居)干部干事热情。

村级办公场所实现全覆
盖。2015年，街道新建董家、东
郭等31处办公场所；对贺铺等6
处办公场所进行了改造提升。
街道新建办公场所全部达到

“一院五室六有”标准。截至目
前，街道77个村(居)办公场所

已实现全覆盖。
村集体经济路广劲足。按

照“试点先行”的发展思路，街
道确定了20个村集体经济发展
试点村(居)，制定了股份合作、
旅游生态、项目服务、企业带
动、土地房屋租赁五大发展模
式。目前，20个试点村(居)均确
立了发展项目，实现了集体经
济既定目标，“试点先行”成效
凸显。2015年，街道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过3万元村(居)44个，其
中10万元以上村(居)21个，20
万元以上村(居)8个，村集体经
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通讯员 张新华

以基层党建为龙头，奠定坚实牢固的发展基础

以民生福祉为根本，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以项目建设为重点，

打造日趋优化的产业结构

以转调促优为支撑，

形成特色鲜明的农业格局

以环境整治为抓手，

构建文明宜居的城乡环境

街道工业园区

水稻种植产业化 济南浙江五金建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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