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项目建设打造

“3+1”产业体系格局

王含冰介绍，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高新区自分
设以来，项目建设蓬勃发展，引
进一批科技含量高、产品竞争
力强，税收贡献好的项目，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在
原有“2+2+1”产业的基础上形
成更加合理的“3+1”产业体系，
优势产业布局逐步清晰：新材
料产业依托鲁西集团，在聚碳
酸酯、己内酰胺、尼龙6切片等
领域形成了突出优势；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集聚了日发、华建、
宏运达、诺伯特、中宇航空、科
林、贞元等龙头企业，涵盖纺织
机械、仓储装备、智能装备、汽
车零部件等领域，逐步形成推
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生物
医药产业集聚了高新生物、博
奥克、阿华制药、瑞柏生物等重
点企业，形成了以生物制药为
核心的产业体系。

高新区在主抓工业发展的
同时，注重现代服务业的配套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开
始起步，依托科技服务业有效

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
创新，重点引进金融中介、产业
基金、担保公司、科技金融等金
融机构，培育发展生态旅游、工
业旅游、休闲旅游和红色旅游
等旅游服务业态，文化创意产
业重点发展动漫、创意设计、数
字媒体和出版等。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围绕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的目标，我们不断丰满羽翼，创
新创业环境更加优化，新的研
发平台不断涌现。”王含冰介
绍，自去年以来，高新区建成市
级及以上研发平台81个，其中
国家级9个、省级28个。获得科
技奖励资金及承担科技计划30
多项，争取各级科技经费支持
600余万元。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1人，入
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1人，入选
西部隆起带科技创新人才1人，
培养申报的2名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通过了初审。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把有关材料上报省政府，
省政府已把《关于申请将聊城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请
示》行文上报国务院。同时，高
新区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列入公
告目录，目前申报材料已经国
家发改委审核通过后上报了国
务院，即将行文公布。总体上
看，高新区晋升国家级高新区
的条件基本完备，各项工作进
展顺利。

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

推进健康、文化建设

高新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保障改善
民生力度，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全力推进各
项社会事业得到更高水平发展。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大
教育改革，深化素质教育，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王含
冰说，高新区推动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农村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水平；
深入实施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和

“区管校聘”教师管理体制改
革，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支持发
展民办教育。

同时，推进健康高新区建

设，积极探索医保、医疗、医药联
动下的新型医联体建设和发展；
巩固完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制
度；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精细化管理，鼓励支持社会
办医；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全国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促进生育政策和相
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提升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

高新区推动文化事业服务

民生，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全覆盖，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需求，擦亮“幸福高新
区”品牌。四是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和文明单位创建上水平。实
施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化管理，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推进“四德”工程建设，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行动，争创全国文明单位。

高新区设区五周年，经济社会高效发展

多多项项经经济济指指标标增增幅幅居居全全市市第第一一
本报记者 凌文秀

28日上午，聊城高新区设区五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市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高新区新闻发言人、宣传办主
任王含冰通报了高新区设区五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2017年，全年完成区内生产总值50 . 93亿元，同比增长9 . 4%；
三次产业比重持续优化。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7 . 87亿元，同比增长43 . 5%，增幅居全市第一；税收占比91 . 6%，居全市第一。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6 . 7亿元，同比增长54 . 5%，居全市第一。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83 . 5亿元，同比增长
38 . 8%，占比达到47 . 8%，增幅和占比均居全市第一。

高新区设区五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新闻发布会召开。

远处高耸的住宅楼林立，
近处一汪碧水中水草、睡莲竞
艳，水畔绿树苍翠欲滴，绿荫
中一条跑道顺水蜿蜒。这是高
新区中央公园的一角，附近市
民可到这里消暑、赏景、跑
步……

28日，高新区创立五周年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媒体记者
一行来到高新区的高新企业、
新建景观、学校等地采风。

中央公园坐落在聊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地带，是
聊城这座繁华都市中一片静谧
休闲之地。西至光岳路，东至东
环路，南至公园规划边界，北邻
九州洼月季公园，湖南路从其

中穿过，总宽度为240米，景观
绿化占地面积约50万㎡。

中央公园于2014年3月开
始建设，2017-2018年进行提升
改造，公园贯彻海绵城市理
念，北侧绿化以“春花秋叶”为
主题，春天植物种植樱花、海
棠、照手桃等，秋叶植物种植
栾树、乌桕、金叶复叶槭等，品
种丰富多样，姹紫嫣红，形成
良好的景观效果。南侧体现“以
人为本，生态为基”的生态开放
型水岸空间，开挖水系，东连四
新河，西接徒骇河，北接九州洼
月季公园，水系形成丰富的湿
地生态系统，增强了水系循环
自净能力，对防洪排涝、水质净

化有重要作用。公园内建设滨
水慢步道、健身跑步道、活力骑
行道等慢行系统，有花溪林地、
市民活动广场、运动场、观景平
台、儿童乐园，还有智能路灯、
刻字景石、诗歌灯柱，赋予公园
人文气息，使中央公园成为市
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高新区中央公园：

水水畔畔绿绿荫荫，，等等你你来来跑跑步步打打卡卡

崭新的教学楼中传来朗
朗读书声；校园文化长廊让孩
子们在校园里随处可接受传
统文化熏陶；学校开设乒乓球、
板画、国画、书法等多项兴趣课
程，每天最后一节课，孩子们可
根据兴趣随意到兴趣班学习；
学校还有各种兴趣社团，让孩
子们的兴趣自由发展成特
长……这就是高新区天津路小
学，校长刘治国带着媒体采风
团参观了学校，讲述学校办学
理念，致力于打造一所能让所
有孩子争相就读的公立小学。

高新区天津路小学位于
高新区天津路与燕山路交界
口东北角，政府投资上千万，
于2017年9月1日投入使用。交

通便利、环境适宜。学校占地
1 8 1 3 4 . 3平方米，建筑面积
10693 . 8平方米，可容纳36个教
学班，学生1620人，学校按照省
级规范化学校建设，现有10个
教学班，在校学生430人，班均
43人，生均占地42 . 14平方米，
生均建筑面积24 . 9平方米。学
校覆盖华建、九州两个大的社
区和周边9个自然村，覆盖人
口36000余人。

学校设有专门运动场地，
面积5418平方米，建有200米标
准环形塑胶跑道，草坪约1600
平方米，乒乓球台、篮球场、排
球场、单双杠等运动设施齐
全，安放合理。学校建立健全
各功能室，音体美器材齐全，

均能满足教育教学需求。学校
图书资料数量充足、分类比例
合理藏书量达33044册，生均
77 . 4册，且每年按计划更新，所
有图书均实行开放式借阅。

而且学校配备学生微机
50台，教师每人一台，多媒体
班班通，高配置的录播室，校
园网络全覆盖。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高新区天津路小学：

打打造造让让孩孩子子争争相相就就读读的的公公立立小小学学

28日，媒体采风团来到高
新区许营镇曹庄村。据了解，
曹庄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
种植业，除传统粮食作物外，
村民普遍种植西瓜。伴随着许
营镇扶贫攻坚号角的吹响，曹
庄村经济发展获得了长足进
步，与此同时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村内精神文明
建设不断加强。

村外建起众多蔬菜大棚，
瓜果飘香的季节可以组织亲子
采摘。一排桃树种植在村内居民
房外，墙上绘制了各种传统文化
画卷，好似一处世外桃源。在一
处农家小院内，几个孩子在学习
制作黑陶。不远处的颐康家园，
住着村危房贫困老人，院内飘来
木板大鼓的敲击声和雄浑的歌
唱声。曹庄村三大模块致力于打
造江北游学第一村。

该村引进山东引领旅游
文化有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
伙伴，共同进行深度旅游开
发。协调发展集休闲、观光、生
态、游学、度假为一体的新型
农旅结合产业。目前形成三大
建设模块。依托村内胡同打造
文化长廊。曹庄村六条胡同长
度、宽度基本一致，每条胡同
都是一个文化展览长廊。游客
在此可以游览“安全教育展览
长廊”、“自然科普展览长廊”、

“共享童趣展览长廊”等主题
各异的文化胡同。另外，村里
建了农耕体验园。体验园内设
有农耕文化长廊，长廊内分别
展示了多种农耕作业时的农

业生产工具，长廊上面挂满了
玉米，让人们认识粮食、珍惜
粮食。还设有乡村游乐园，园
内设有秋千、荡桥等游乐设
施。同时，该村打造主题院落
场馆。计划设计、包装村内闲
置院落，根据院落特征设计不
同主题，吸引合作商家入驻。
目前黑陶制作工坊已经入驻，
木版年画、木板雕刻等更多主
题院落也在规划当中。

在曹庄村党建文化广场，
设施齐全的村级文化小广场
人气颇高，村民们在此健身、
下棋、跳广场舞，休闲娱乐生
活有声有色，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口号切实落地。

2015年，曹庄村荣富合作
社成立。在合作社牵头下，曹庄
村从2015年开始利用财政扶持
资金和自筹资金共计修建高品
质冬暖式大棚9座、大拱棚3座。

村里的颐康家园住了曹
庄村危房贫困老人有11户14
人，为了更好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在上级政府的支持
下，曹庄村创新性提出“N户
联建”的危房改造模式，建设
了颐康家园危房集中改建项
目。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高新区许营镇曹庄村：

三三大大模模块块打打造造
江江北北游游学学第第一一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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