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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占地地88880000亩亩，，打打造造66平平方方公公里里现现代代化化城城市市新新中中心心
滨河片区16个村整体拆迁今年启动，济阳同步推进5个老城片区改造

实现生产总值可比增长8 . 5％，完成崔寨、孙耿、回河、太平撤镇设办工作，打造开元大街、纬二路两条严
管示范街……记者从济阳两会上了解到，2017年济阳还将干这些事。

本报记者 杨擎

2017年主要任务：

GDP增长8 . 5％

2017年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
可比增长8 . 5％，力争增长10％；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4％，力争增长15％；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力争增长
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 . 2%，
力争增长12 . 5%；实际到账外资增长
6 . 47%，力争增长10 . 59%；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10%，力争
分别增长10 . 5%、11%；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3 . 2%以内；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
度节能减排任务。

新建永安路南段澄波湖路南段

引导各镇按照“一镇一业、一镇一
品”要求，完善城镇功能，做强特色经济，
打造特色小镇，争取2个镇入选省、市级
特色小镇创建名单；用足用活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完成太平羊栏口等6
个建成社区复垦验收，抓好崔寨绿阳等4
个在建社区建设。

完成纬一路改造，提升正安路、开元
大街美化、亮化、绿化水平。新建永安路
南段、澄波湖路南段等市政道路；加快文
体中心综合场馆建设，力争12月份竣工
交付使用；完成稍门平原水库净水厂、沉
沙池等配套工程，确保7月份调试供水；
加强城区老旧管网修复，改造供热管网
20公里、供水管网4 . 8公里；配合加快石
济客专公铁两用桥、崔寨综合汽车站建
设和国道104线改造。

打造两条严管示范街

开展市容市貌、环境卫生、交通秩序
等专项整治，打造开元大街、纬二路两条
严管示范街，以点带面推动城市形象整体
提升，完成省级卫生县城创建。持续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新增美丽乡村建设标准村

90个，新建6个市级示范村，打造1条精品线
路。强化畜禽养殖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建成启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

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境内
16条河流及城区河道水污染防治。打造一
条精品绿化示范线路，新增绿化面积20万
平方米。加大造林绿化力度，新建和更新
造林1万亩，高标准打造国道220线绿色长
廊，全面完成济乐高速绿色通道建设。

年度完成投资54亿元

抓好24个重点项目建设，年度完成
投资54亿元。推进闲置土地清理盘活，规
划建设创新型特色产业基地，加快博通
科技产业园、博通工业园等“区中园”和
镇（街道）产业园区建设。培育发展新能
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4家，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增长1个百
分点。年内转化科技成果30项、新增市级
以上孵化器1家、省级以上研发中心2家。
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8家，规模企业完
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21家，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15%。

建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科技体验
中心、台湾农业精品园，加快瓜菜、林果、
育苗、畜牧等专业园区、专业基地建设，
提高现代农业功能效益。规范发展农民
合作社20家，家庭农场60家，培育发展市
级以上农场7家、农业龙头企业3家，流转
土地1万亩以上。

规划空港商务服务区

推动银座商城、银都商贸城等商业综
合体建成运营，全年新增规上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企业5家；抢抓济南机场扩建机
遇，规划空港商务服务区。全年新增规上
物流企业3家，加快翰迪物流园建设，发展
壮大快递物流，培育引进知名物流企业和
大项目，推动上海宇培、大润发、新加坡丰
树等重点物流项目建成运营。

整合澄波湖、海棠湾及农产品观光
采摘资源，策划包装精品线路，打造省城

居民休闲旅游首选目的地。加快家政服
务业发展，建成阳光大姐实训基地。积极
发展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
全年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2家。

完成四镇撤镇设办工作

今年将加快推动济北开发区改革，
实施扩区强权，扩大管辖范围，下放相关
权限；推进实施一批“PPP”融资项目。调
整城市拆迁安置政策，推行棚改货币化
安置，实施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加快行政
区划调整，完成崔寨、孙耿、回河、太平撤
镇设办工作，积极推进撤县设区。

面向欧美、东南亚及港澳台、江浙
沪、京津冀等地区，精准对接世界和国内
500强、央企和上市公司的战略布局、投
资动向，着力引进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
强的大项目；主动加强与市区、高新区联
系对接，积极承接“腾笼换业”外迁项目。
全年完成招商引资170亿元。

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
平台，重点扶持大学生科技创业、农民工
返乡创业，新增市场主体5000户以上。

确保26765人脱贫

完善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体系，新
增城镇就业3200人以上，转移农村劳动
力不少于1万人次。开通济阳社会救助
网，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提高城乡困难居
民保障水平。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突出项目帮扶，注重脱贫攻坚实效，
确保26765名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建成启用县中医院综合病房楼。加
强非遗项目保护与挖掘，完成卢永祥故
居二期修缮工程。启动县综合档案馆建
设。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推进全民健
身，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文明
县复核迎检工作。加快筹建市民中心，整
合各类为民服务事项，完善运行机制，为
市民打造优质、高效、便捷、规范的一站
式服务场所。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完成省
级食品安全先进县创建。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杨擎） 2月5
日，济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济阳县代县长孙战宇代表
济阳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
告。记者从报告中了解到，今年济阳将重
点启动滨河片区16个村整体拆迁，推动
滨河新区、菅家社区（二、三期）建设。还
将完成扩建济北小学、建设3处便民天天
市场、建设2处城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等十件民生实事。

“济阳今年将同步推进老城改造、新
城提升、新区拓展。”孙战宇称，其中，老
城改造将重点完成机械厂、二百货等片
区棚改拆迁任务，启动一百货片区（二
期）和银花纺织片区（二期）改造；新城提
升重点启动滨河片区16个村整体拆迁，
加快推动滨河新区、菅家社区（二、三期）
建设；新区拓展重点与华夏幸福合作，抓
好西部产业新区、南部商贸新城开发。

记者了解到，滨河新区北起新元大
街，南至黄河大街，西起正安路，东至黄
河大堤，整个区域占地8800亩。涉及张辛
村、刑家村、梁家村、胡同村、王奎楼村、
杨家村、肖家村、徐庙村、囤家村、后三里
村、南郭村、前三里村、田家村、呼家村、
南高村、北河套村。主要是完善生活配套
设施，大力发展商务楼宇、星级酒店、机
场服务等现代都市业态，以高端业态引
领城市高端发展，打造6平方公里的城市
新中心。滨河新区项目分两部分实施，一
期已建安置房63000平方米。二期计划建
设27万平方米安置房。

“老城改造共包括5个片区。”拆迁办
相关负责人说，包括机械厂片区、二百货
片区、棉纺厂片区、交通局片区和广播局
老干部局片区。五个片区将同时推进，2
月份、3月份将进行调查摸底等工作。据
悉，此次改造将推行货币化补偿安置政
策，今年均开始进行拆除等工作。

“一百货片区一期已竣工，计划四月
底完成综合验收，5月份开始回迁安置工
作。”该负责人说，二期项目也将于上半
年开始启动。

此外，今年济阳县还将完成纬一路改
造，提升正安路、开元大街美化、亮化、绿
化水平。新建永安路南段、澄波湖路南段
等市政道路；加快文体中心综合场馆建
设，力争12月份竣工交付使用；完成稍门
平原水库净水厂、沉沙池等配套工程，确
保7月份调试供水；加强城区老旧管网修
复，改造供热管网20公里、供水管网4 .8公
里；配合加快石济客专公铁两用桥、崔寨
综合汽车站建设和国道104线改造。

今年济阳还将完成扩建济北小学、
建设3处便民天天市场、建设2处城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十件民生实事。

2016年GDP297亿元

初步统计，2016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297亿元，是
2011年的1.4倍，年均增长10.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8.58亿元，是2011年的2.3倍，年均增长18.3%。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完成1088亿元，是上一个五年的2.3倍。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到127亿元，是2011年的1.8倍。三次产业比
例19：59：22调整为18：52：30，现代农业转型步伐加快。

两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350元。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新认定市级以上家庭农场19个、农
民合作社30家、农业龙头企业53个，带动土地流转12.6万
亩。市级以上蔬菜标准园新增16家，各类蔬菜大棚新增
16533个，蔬菜集约化育苗能力全省领先，被评为“全国
蔬菜产业先进县”。两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规模以上工企达215家

据统计，2016年，规上工业企业发展到215家，增
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和利润年均分别增长
15 . 6%、13 . 4%、21 . 8%和19 . 5%，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
比重达到50%以上。食品饮料产业成为重要支柱产
业，产值年均增长20%，达到302亿元，占工业产值的
50%以上，实现税收占工业税收的比重达到57%；机械
装备产业规模膨胀，被命名为“中国液压升降平台之
乡”和“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引进过亿元项目125个

2016年，引进过亿元项目125个，完成投资353 .7亿
元；累计实际到账外资3 . 7亿美元，年均增长9 . 3%；进
出口总额达到2 . 7亿美元，年均增长6%。台资企业达
到60家，累计实际利用台资5 .9亿美元。欧洲市场开始
开拓，菲律宾上好佳、印尼迈大在济阳建厂生产。实
施“腾笼换业”项目14个。

24619人实现脱贫

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县财政用于民生领域支出
105.4亿元，占总支出的80.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27062元，比2011年增长62 .8%。新增城镇就业1 .3万
人，转移农村劳动力7.9万人次；技能培训24700人次。残
疾人康复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和16处城市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104处农村幸福院建成启用。新建改造村级活
动场所390处，实现全覆盖。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693户，
完成农村改厕35240户。积极推进“N+扶贫”，全县81个贫
困村及10835户、24619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过过去去五五年年““再再回回首首””

葛相关链接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规规划划空空港港服服务务区区 完完成成四四个个镇镇改改办办
县县人人民民法法院院五五年年审审结结2266002255件件案案件件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杨擎)
2月6日,在济阳县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济阳
县人民法院代院长韩刚作出工作
报告。据报告数字显示，五年来新
收各类案件26327件，办结26025
件，标的额13 . 47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42 . 62%、41 . 19%、266 . 03%。

过去五年，济阳县人民法院
新收刑事案件1414件，审结1406
件，判处罪犯1897人。依法审结了
参与人数3000余人，涉案金额
6000多万元的泰安市原政协委员
孙某等5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和严重破坏济阳县徒骇河水域的
吴某某等5人倾倒废酸污染环境
案。

五年来，共新收各类民商事
件17754件，审结17725件。新收各
类行政诉讼案件312件，审结289
件。新收执行案件5915件，结案
5615件。诉前化解矛盾纠纷1000
余件。同时，实施陪审员倍增计
划，陪审员达150名，参与审理案
件4324件，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
达75%以上，有效地促进了司法
民主，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

县县人人民民检检察察院院五五年年共共批批准准逮逮捕捕772211人人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杨擎)
2月5日，在济阳县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济阳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性雨在报
告中指出，五年来，济阳县人民检
察院共批准逮捕562件721人，提
起公诉1041件1397人。

五年来，济阳县人民检察院
共批准逮捕562件721人，提起公
诉1041件1397人。全年共受理市
民来信来访675件。

据了解,五年来，济阳县人民
检察院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52件

82人。其中，贪污案件39件59人，渎
职案件13件23人；涉及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22人，副县级干部1人，科级
干部10人。立查的案件中涉案金额
50万元以上的4件4人，100万元以
上的2件2人，共为国家和集体挽回
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

五年来，共监督立案22件31
人，监督撤案32件37人，纠正违法
52件，追捕追诉70人，提请刑事抗
诉11件18人。办理执行监督、诉讼
违法监督、虚假诉讼监督和支持
起诉案件81件。

稍稍门门水水库库77月月份份调调试试供供水水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梁越）
“完成稍门平原水库净水厂、沉

沙池等配套工程，确保7月份调试
供水”，此事今年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据介绍，该工程于2015年3
月18日正式动工，是济阳县实现城
乡供水一体化的龙头工程，通过主
管道与已建成的五个水厂连接贯
通，实现全县饮水大联网，确保全
县饮用水水质达标、水量充足。

据了解，稍门平原水库库址
位于济阳县城以北10公里处，西
总干渠以南、稍门-孟家洼公路
以北、四支渠以东、三支渠以西。
水库以黄河水为水源，自葛店引

黄闸引水，经西总干渠进入水库
引水渠，通过入库泵站提水入库。

稍门平原水库将通过主管道
和济北水厂、太平水厂、崔寨水
厂、曲堤水厂和仁风水厂连接，实
现水库和水厂、主管网一体化贯
通，确保全县饮用水水质达标、水
量充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完成稍门平原水库净水厂、沉
沙池等配套工程，确保7月份调试
供水。水库建成后不仅可以为全
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
水源保障，还将进一步改善库区
周边村庄生态环境。

济阳县代县长孙战宇作政府工作报告。 2月5日，济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大美济阳，越来越有特色。

济阳今年要办的十件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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