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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运河重镇，今日连接国际运输干线

临临清清至至新新疆疆货货运运开开通通驶驶向向““新新丝丝路路””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唐明辉 胡培明

明清时期，临清因运河漕运繁盛数百年，是“富庶甲齐郡”、“繁华压两京”的运河重镇；3月29日，伴随一声汽
笛，临清至新疆乌鲁木齐地窝铺快运货物班列“鲁疆号”正式开通，向西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又有“临清
号”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临清成为“一带一路”双向支点，势必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对外经济的快速发展。

聊城板材运出去

新疆棉花运进来

3月29日，省发改委经
贸处调研员杨振华，省发改
委经合处副处长马永兴，临
清市委副书记、市长祁学
兰，聊城车务段副段长王宗
兵，临清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王庆瑞等出席了“鲁疆号”
开通仪式。

在开通仪式上，记者了
解到，目前“鲁疆号”快运货
物班列每周对开2列。主要
运输货物有聊城地区周边
的人造板材、纸张、轴承、淀
粉、玻璃、塑料管、钢丝、装
卸机械、电线电缆、木浆、童
车、面粉、纺织品、金属紧固
件及铸锻件等几十种货物，
新疆返回货物有乌鲁木齐
及周边地区内的棉花、纺织
品、五金、化工、食品及新疆
的农副产品等，每月临清和
乌鲁木齐周边的各类货物
发送量大约7000吨—14000
吨，全年班列对开运行将达
到190列，发送到达集装箱
量约为11000标箱。

“鲁疆号”和铁路、青岛
港的支持，以快速、低成本
的优势实现了公路、铁路与
港口的无缝衔接，新的运输
方式更为方便、快捷。企业
的进出口货物，可就地实现
报关、报验、分装、配送、存
储、运输等多功能服务，减
少了流通环节，提高物流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每标准
箱费用可降低15%—20%。

在此前的2014年7月，
“临清号”集装箱班列开通，
到2015年跃居山东省集装
箱班列运输首位。2016年，
完成对开737列，发送、到达
重箱40000标箱，空箱16532
标箱，稳居山东省集装箱班
列运输首位。预计2017年，
将完成重箱60000标箱，同
比将增加50%。“临清号”集
装箱班列辐射冀鲁豫及周

边区域，包括聊城鲁西化
工、临清三和集团、中冶银
河纸业、河南龙丰纸业、河
北邢台龙星化工等100多家
进出口企业，主要进出口货
物有淀粉、PVC、建筑模板、
标准件、木浆、轴承、玻璃
等。

内陆港项目稳步推进

援疆合作纵深发展

出席开通仪式的一位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鲁
疆号”的开通，实现了东部
沿海和西部内陆的无缝衔
接，将对国家、省实施东西
双向开放陆海联动战略，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
过 东 西 部 地 区 交 流 的 深
入，可以进一步实现资源
共享，促进沿海地区的产
业向西部转移，加快西部
地区的大开发，推动合作
向纵深发展，这将成为山
东省支援新疆建设的又一
创新举措。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
前，临清内陆港项目建设正
在稳步推进。该项目以临清
铁路货场为依托，建成后，
将囊括集装箱、监管仓库、
保税仓库、检验检疫平台、
海关及商检综合查验场地、
综合办公楼以及卡口等监
管设施。为付货人提供信
息、通关、内陆堆场等一体
化的现代物流服务。其实质
就是“港口内移、就地办单、
海铁联运、无缝对接”。

临清内陆港项目建成
后将有利于提升鲁西、河
北邯郸、邢台、河南濮阳及
周边区域国际贸易整体发
展水平；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
招商引资；简化进出口企
业通关手续，提高企业通
关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
本；快速提升集装箱班列
的业务量，预计每年的业
务量将达100000标箱。

临清成功打造

“一带一路”双向支点

一条大运河穿城而过，
明朝的临清“玉带城”周长超
过30华里，是不亚于天津的大
城市，也是当时山东最大的城
市，运河钞关征收全国四分之
一课税、居全国八大钞关之
首，是“富庶甲齐郡”、“繁华压
两京”的运河重镇。如今，临清
是山东的西大门，西依晋冀能
源基地，东靠沿海开放之滨，
北融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南望
中原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缘优势。“鲁疆号”的开通，拓
展了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交
流的渠道，促进了中西部地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随着“鲁

疆号”的成长，临清的圈子将
越来越大，区位优势也将越来
越重要。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
引领下，中欧班列已成为中
西部地区对接国家战略，抢
滩国际市场以及“稳增长”
的主要抓手之一。“鲁疆号”
的开通，开辟了亚欧大陆的
新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丝
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又有

“临清号”连接“海上丝绸之
路”，临清成功打造了“一带
一路”的双向支点，同时，贯
穿青岛至新疆东西集装箱
运输干线，最终实现中亚及
中欧集装箱班列，临清将成
为青岛至新疆乃至亚欧等
国际运输干线中转站。势必
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外贸经
济的快速发展。

临清至新疆乌鲁木齐地窝铺快运货物班列“鲁疆号”正
式开通。

参加开通仪式的各部门负责人视察货场。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
者 张超 通讯员 张迪)

29日上午，全国整顿规范
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聊城市
住建局设分会场组织收听
收看。根据会议要求，聊城
将进一步开展整顿规范聊
城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
为，净化市场环境，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开
展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开发
销售中介行为，维护房地产
市场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房
地产企业形象，加强房地产
领域诚信建设的一项重要
举措。

根据聊城市房地产市
场的实际情况，重点做好以
下几点：突出重点，加大违
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规
范房地产的入市行为，建立
和完善市场的准入制，把好
企业和中介机构进入的准
入关；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
和中介机构的企业行为，对
有资质的企业和从业人员
进行逐一清理，建立经营和

从业情况档案，实行动态管
理和信誉等级评定制度，并
建立企业和 个 人 信 誉 档
案；规范商品房市场交易
行为，严禁未取得商品房
预 售 许 可 证 项 目 上 市 销
售；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
资格而擅自出售的，要严
加处理；严格执行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所有新建
商品房预售资金必须全额
存入监管账户，专项用于
项目建设，对不按规定存
入、违规挪用、造假套取等
行为坚决处理；规范房产

中介机构经营行为，落实
房产中介机构备案管理，
加强对房产中介机构的监
管。

同时，对夸大宣传、发
布虚假广告、人为制造房源
紧张、囤积房源、哄抬房价、
捂盘惜售的；售楼处现场不
按规定公示有关文件、证件
或公示内容不规范、不齐全
的；开发企业拒不配合购房
者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手
续或擅自提高住房公积金
贷款门槛的等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进行查处。

聊聊城城整整顿顿规规范范房房地地产产开开发发销销售售中中介介行行为为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须全额存入监管账户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者 张
超 通讯员 张同耀 商景豪)
据统计，截至目前，开发区市场主体
数量已经达到14000余家，资本数额
466亿元。其中，企业7000多家，注册
资本460多亿元。

近年来，开发区着力培育高端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大主导产
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
制造、金属深加工、生物食品医药、
现代服务业五大产业板块实现集聚
发展，现代精致农业产业园初具规
模，“2+5+1”产业格局已经形成。
2016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114 . 82亿
元，增长8 . 1%，增幅居全市第一；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15 . 08亿元，同口径
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150 . 18亿元，
增长17 . 86%，增幅居全市第三，其中
工业投资增幅全市第二；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幅达8 . 75%，增幅居全
市第二；进出口总额达到23 . 34亿
元、增长11 . 47%，实际利用外资1500
万美元。

伴随商事制度改革，全区工商
登记更加便利化，商事制度改革的
红利得到有效释放，激发了市场主
体活力。截至目前，开发区规模以上
企业达到126家。中通客车、日发织
机、希杰生物、鲁化新能源装备、新
华联、汇通、中钢联、万合、盖氏物流
和聊城红星美凯龙市场等一批龙头
骨干企业在开发区蓬勃发展。中通
客车产值突破百亿，红星美凯龙、希
尔顿、金田阳光城、人久久医药等在
开发区扎根成长，汇通、中钢联等原
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通工业、经
开置业、希杰生物等多家企业位列
2016年度全市纳税50强，中通工业、
中钢联、希杰生物、汇通集团、乖宝
宠物食品等5家企业进入2016年度
全市100强企业，特别是乖宝宠物食
品品牌被纳入全省重点扶持的成长
型品牌。

开发区市场主体

达到14000余家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者 张
超) 近日，省农业厅、省工商局、省
财政厅公布第二批家庭农场省级示
范场，其中东昌府区馨乐园家庭农
场、阳谷县大布乡双合家庭农场、冠
县五谷丰家庭农场等10家聊城市农
场获此殊荣，目前，全市家庭农场达
到674家。

聊城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根据
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种植、养殖传
统，加强引导，科学规划，积极发展
切合实际、体现地域特色的家庭农
场。在农场发展中，规范土地流转机
制引导，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长期流转，建设和完善一批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优势农产品生
产基地。鼓励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
业领域，与家庭规模经营相结合与
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相衔接，发展各
具特色的家庭农场。鼓励家庭农场
联合与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将餐饮
服务业、农产品种养、农业观光体验
采摘等结合起来，提供多行业、全方
位服务。

聊城再添10家

省级示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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