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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规划落地生根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济阳区发改局各项工作多点突破，亮点纷呈

通讯员 田雨

抓战略谋划
推动重大规划落地

济阳区发展改革局统筹协调
推进“十四五”规划、“北起”战略三
年行动纲要2022年度目标任务。高
质量编制完成《济阳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全面完成年度计划报告编制工作，
有序推进《济阳区碳达峰碳中和规
划及行动方案》。

主动对接融入起步区，牵头
成立联席会议制度，着手策划编
制《起步区—紧密协作区协同发
展规划》。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目标任务，做好政策研究
分析，提出《关于支持济阳破解难
题加快发展的请示》等意见建议
并获得上级批复。

抓经济运行
经济社会持续向好

加强对省、市考核指标体系研
究，做好任务分解和牵头协调工
作。强化指标预警研判，及时形成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为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全区上半年实现生产总值
逆势转正，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1 . 5亿元，增长1 . 5%，高于一季
度2 . 2个百分点；全区36家重点服
务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 . 4
亿元，同比增长20 . 7%，增速在全
市位列第二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0391元，增长3 . 8%，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02元，增
长4 . 4%，农村与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差距持续收窄。1-8月份，预计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80个，投
资增长30 . 6%，增速趋稳向好；受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信息传输
两大重点行业拉动，预计1-8月份
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保持在
25%左右，规上服务业增势稳定。

抓固定资产投资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今年共梳理建设类项目115
个，年度计划投资128 . 34亿元，策
划储备项目64个。已形成2023年重
点投资项目计划初步意见稿，共梳
理建设类项目134个，计划总投资
719 .1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7 .27
亿元。抓好重大项目推进，通过重
点项目专班统筹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的拆迁清账、部门配合等问
题，截至目前，2022年区级重点项
目已开工86个，开工率74 .78%。抓
好向上要素资源争取，为疫情集中

隔离点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
金0 .84亿元。策划谋划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项目44个，拟申请专项债券
资金153.48亿元。

抓能源管理
能耗控制有序推进

聚焦单位GDP能耗下降、煤
炭消费压减考核指标，持续压减
煤炭使用，严控化石能源。制定

《济南市济阳区2022年能耗双控
和煤炭消费压减工作方案》，将任
务分解至各责任部门和企业。截
至目前，全区规上企业煤炭消费
7 . 32万吨，确保年底将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在21 . 19万吨以内，能
够完成市级下达的1 . 5万吨的节
能减煤任务。

大力发展光伏发电等可再生
能源，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建立“周
调度、月通报”工作制度，强力推进
光伏发电项目落地。2022年新增并
网光伏装机容量5 .79万千瓦，全区
总装机容量累计10 . 29万千瓦。积
极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委托第
三方机构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现
已形成初步行动方案。

抓产业能级
动能转换加速发展

加强企业创新平台申报指导
培训力度，指导济南蓬生农业科
技成功申报市级工程研究中心。
贯彻落实省市部署，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济阳区关于落实省政府
2022年“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
策清单的实施方案（第一批）（第
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成立
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任
组长、相关领导同志任副组长的
工作领导小组。

贯彻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制
定全区《责任分工对照表》，将政
策清单逐条分解到对口区直部门
单位，确保及时解决政策落地落
实的难点堵点。扎实开展“两高”

项目梳理排查及整改，鸿大建材
厂和新华能源两个“两高”项目已
成功销号。

抓改革挖潜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抓好审批优质服务，上半年
共审批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投资
概算34个，按时办结率100%。公
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系会议制
度建立入选“全市深化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工作典型做
法”。截至目前，组织召开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2次，建
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专班例会3
次，招标代理座谈会2次。强化公
共资源交易电子平台应用，印发

《济南市济阳区公共资源交易目
录（2022年版）》，积极推进公共资
源交易“应进必进”。

根据济阳区实际制定《2022
年济南市济阳区优化营商环境招
标投标指标创新突破行动方案》，
持续优化我区招标投标领域营商
环境，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
序。出台信用监测相关制度，持续
开展信用状况监测。提高“双公
示”工作质量，今年以来，累计上
报行政许可数据14905条，合规率
达99 . 91%，同比增长3 . 17%；累
计上报行政处罚数据363条，合规
率达99 . 45%，同比增长22 . 23%。

抓基础服务
民生保障不断强化

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加
大防非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防
范非法集资的舆论氛围。结合日
常监管情况全面开展现场监管，
截至目前共开展年审、分类评级、
临时性检查等现场监管10次，实
现对辖区内地方金融组织的全覆
盖。下发约谈整改通知2次，多措
并举规范我区地方金融组织均运
营，确保不发生重大经营风险。在
安大广场建设防范非法集资主题
文化广场，打造线下宣传阵地，持
续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及
时启动应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工
作预案。认真履职做好价格认定
工作，截至目前，共办理公安、司
法部门委托办理价格认定事项21
起，标的额51032元。严格履行粮
食监管职责，在主城区建立1处大
型成品粮应急供应示范网点，选
取帅康面粉、中坤粮业2家信誉
好、规模大的粮食加工和批发企
业承担应急供应任务，目前已基
本建成布局合理、保障有力的粮
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

通讯员 杨雪婷 范丽娟

“1”个方案明责任

区城管委办公室研究制定了《济阳区“非
法小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
了镇街属地责任和区宣传、教体、公安、住建、
文旅、卫健、市场监管、税务、工信、交通、市政
公用、商务发展、民政等十多个区直部门的责
任，细化“非法小广告”载体设施所有权人、管
理人，以及实行物业管理和非物业管理的小
区的责任分工，先后召开“非法小广告”专项
治理工作部署会及推进会，分析出现的新问
题、遇到的重难点、存在的软弱项，组织集中
整治活动，针对性整改促提升。

“1”个标准抓治理

全区范围内非法小广告通过“覆盖清除、
冲洗清除、高温融化、溶剂分解”等方式，严格
落实非法小广告清理标准，确保清理后载体
设施完好、载体表面干净整洁、不留花斑、地
面不留存广告残渣。坚持动态清零、限时清
除。针对重点区域、商贸街区分别规定2小时
内、4小时内和次日9时前等清理时限。

“1”支队伍保成效

投入资金70万元聘请“非法小广告”专业
清理队伍，将主城区划分为9个网格，通过“车
巡+步巡”的方式，对全区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等公共区域张贴、喷涂、刻画的小广告常态
化巡查，发现后按照标准和清理时限立即清
理，保证乱贴乱画不超过24小时。同时，加强
与公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对出现涉黄、涉
赌、涉毒及涉嫌诈骗的“小广告”，第一时间进
行线索移交，将督查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公安、
市场监管等相关责任单位，做到即查即改。截
至目前，累计清理主次道路58条、背街小巷22
条、文化公共广场5个、超市市场8个、公园5
个、公厕48个，累计清理乱张贴的非法小广告
5174张，粉刷乱涂写和乱刻画的非法墙体广
告800余处。

通过非法小广告“1+1+1”的治理措施，
济阳区涂写刻画张贴非法小广告行为得到了
有效治理，城市市容面貌明显改善，文明生活
好环境再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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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区发改局推动重大规划落地，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

为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打造整洁有序、环境优美
的城市环境，近日，济阳区城管局多措并举重拳治理非法小广告，
努力营造济阳文明好环境。

▲济阳城管清理非

法小广告。

请来专业清理队

伍清理小广告。

当前，黄河国家战略、
山东“强省会”战略、济南

“北起”战略在济阳区交汇
叠加，为济阳发展带来了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今年以
来，济阳区发展改革局深入
贯 彻 落 实 区 委 、区 政 府

“12345”发展战略，抢抓历
史机遇，围绕“建设高质量
北部中心城区”中心任务，
扎实推进济阳区发展改革
工作有序开展，各项目标任
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9月21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知识竞赛中，来自济南市济阳区第二
实验小学的邢梦恬同学获得济南市小学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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