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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召开2019年发展成果新闻发布会

这这一一年年，，济济宁宁高高新新区区交交出出亮亮眼眼成成绩绩单单

本报济宁1月12日讯(记者 马辉
陈鸿儒 邓超) 1月10日下午，济宁高
新区2019年发展成果新闻发布会举行，
系济宁高新区管委会2020年度首次新
闻发布会，向与会媒体代表介绍高新区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社会民
生、新城建设等多方面工作的总体思
路、目标定位、实施路径、支持政策、保
障措施等。

发布会上，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社
会事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局、科技创新
局、蓼河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分别介
绍了2019年的工作情况，就媒体提出的
推进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举措、加强产
学研协同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新举措、幼儿教育、蓼河新区河湖水系
水源等问题，作了详细解答。

据了解，2019年以来，高新区强化
“当标兵、作示范、争一流”的大格局、大
视野、大担当，紧紧围绕全市新旧动能
转换增长极、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两大
核心任务，聚精会神干事业，担当作为
抓落实，全力推进“三次创业”，各项事
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项目建设、招
商引资、科技创新、社会民生、新城建设
等多方面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

来自省市40余名媒体记者和全区
各街道、各单位新闻发言人，近200人参
加本次发布会。此次发布会，标志着新
闻发言人制度在高新区正式确立和科
学开启。

“双百工程”实现新突破
94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

截至去年12月底，高
新区“双百工程”94个新
建项目全部开工建设，81
个续建项目有54个实现
竣工投产，36个前期项目
有32个签订了投资合同。

2019年，济宁高新区
规划了211个重点项目，
称之为“双百工程”项目。

“双百工程”项目包括94
个新建项目、81个续建项
目、36个前期项目，计划
总投资约1600亿元。其
中，94个新建项目按投资
额计算，10亿元以上项目
41个，20亿元以上项目17
个，30亿元以上项目9个。

全年共举行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7次，112个项
目破土动工。项目涵盖了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医养健康等

领域，对高新区加速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起到极大的
推动作用。

在实施大项目带动、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型产业集群方
面，2019年新增省重点项
目2个，省优选项目6个、
市重大项目33个，新开工
项目、新投产项目、新上
四新项目、省重点项目、
省优选项目个数全市第
一。这一年，济宁高新区
在全市开发区考核获得
第一名、全市观摩获得第
二名；荣获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示范基地称号，工
程机械产业基地获批全
国唯一的一个五星级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

新增中小学学位24865个
学前教育普惠率超过80%

2019年，围绕教育、
医疗、养老、社会救助、便
民设施、优化生活环境等
方面，济宁高新区高质量
实施10大类18项民生工
程，全年投入资金超过7

亿元，比上年增长8 . 7%，
直接受益5万余人。群众
满意度普遍超过了90%。

解决大班额工程全
面完成，投资近22亿元，
新建改扩建学校16个，新

增校舍面积42万平方米，
新增中小学学位24865
个。

教室队伍坚持持续
提升完善，年内补充教师
110人，组织不同层次教
师开展学科教研、技能培
训、素质提升等活动100
余场次。

教育教学质量持续
提升，中考成绩500分以
上573人，比2018年分别
提升75%，连续4年位居全
市各县市区第一。孔子国
际学校首届高中毕业生
本科升学率100%，985、
211重点院校录取率高达
60%。接庄、王因两所公办
高中本科录取率翻倍增
长。

普惠性学前教育大
力改善，2019年整治城镇
居住区配套幼儿园12处，
学前教育普惠率达到80%
以上，鲁西南国际化教育
新高地初具规模。

扎实推进农村低保
和扶贫开发政策衔接，为
1361户、2294名低保对象
发放生活保障金8 8 2万
元，城乡低保标准实现

“十四连增”。作为全市示
范点工程之一的黄屯街
道金色嘉苑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建成启用，建设完
成5处老年食堂和4处养
老机构国学书屋；抓好21

处新建住宅小区养老设
施配建工作，配建率达到
100%。

倾力打造“一刻钟便
民服务圈”，让辖区百姓
真正享受便民利民服务；
不断增强城乡社区管理
服务水平，创新“365精细
化服务社区治理”模式，
并获批“山东省级农村社
区治理创新实验区”。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黄屯、接庄两
个卫生院成功荣获市级
一级甲等卫生院称号。基
层卫生创建工作成效显
著，洸河、柳行两个街道
均成功命名为国家卫生
乡镇，王因街道成功命名
为省级卫生乡镇。建立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21万余
份，发放各类政策扶助资
金3546万元。

圆满完成年度征兵
任务，实际输送优质兵员
7 0人，大学生占比达到
81 . 4%。组建基干民兵290
人，普通民兵9416人。

公共出行更方便、快
捷，新开通蓼河新城核心
区至济宁市老城区公交
线路86路1条。围绕人民
医院高新院区优化6 6、
69、9、26、303等公交线路
5条。启动了人民医院东
院区公交枢纽站规划建
设。

世界500强香港华润成功落户
全力打造“创新谷”“英才港”

2019年，济宁高新
区在内资、外资和500
强三项指标的完成量
均居全市首位。

高新区2019年签
约项目89个，总投资额
379亿元。招引500强项
目9个，包括世界500强
香港华润，中国500强
广西玉柴、浙江兴合、
兴华财富等。全年共举
办了 5次重大招商活
动：分别是北京投资合
作说明会、深圳招商推
介会、上海招商恳谈
会、2019中国·济宁新
材料(半导体产业)发
展国际论坛和2019济
宁市第四季度双招双
引重点项目签约活动。

围绕重点发展的
四大主导产业，全力打
造“济宁创新谷”与“蓼
河国际英才港”，大力
引育创新创业人才。

全面铺开“政策进
企”大调研活动，落实
重点产业紧缺人才津
贴、科技创新成果奖
励、蓼河产业领军人才
团队奖励等扶持资金
3100余万元。

发现高潜质项目
近30个。引进5名海内
外院士，全职引进两名
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
人选，自主培养、柔性
引进40余名省市级以
上重点人才工程人选。
通过“以赛代评”形式
重点支持创业人才团
队，协助完成市级“赢
在济宁”创新创业大
赛，承办“创达杯”创新
创业大赛。

建设北斗开放实验
室·济宁分实验室、比利
时细胞基因研发中心济
宁实验室等研发机构，
新获评国家级、省级重
点人才平台载体12个，
区内大中型企业产学研
合 作 覆 盖 率 已 达 到
90%。举办企业家素质
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高层次人才红色教育培
训班等活动15场，培训
企业中高端人才800余
人次，培训乡村技能人
才670人。

招聘30名帮办代
办服务专员，向50家重
点企业派驻“特派员”。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41家
加速创新载体培育

2019年，高新区全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41家，净增高新技术
企业20家，获批企业数
量和净增数量均位居全
市第一位。围绕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四大产业，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完善百家成长、
千家培育企业池建设，
入库企业425家。

全年组织企业申报各
级各类科技计划和项目
共298项，目前已获批169
项，获批资金2.3亿元。

推进区内90%以上
的大中型企业与126家高
校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全
区各类产学研合作项目
超过500项，登记科技合
同204份，成交总金额4 .3
亿元。相继推进区内企业
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山东大学、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古巴基因工程
中心等30多所国内外高
校院所建立了深层次的
合作关系。

引进中国第一科技
创新品牌-中关村信息
谷创新中心。先后推动
中科院山东综合转化中

心济宁中心、济宁市产
业技术研究院、山东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济宁分
院、北斗开放实验室·济
宁分实验室、山东省首
家诺奖实验室、比利时
全球病理中心实验室、
济宁精准医学研究院、
济宁临床转化医学研究
院、生物样本库、山推协
同研究院等30多个重点
平台建设，实现顶尖研
究机构、创新团队和高
端创新资源的聚集。

科技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4人入选2018年度
创新领军人才集聚计
划，2人入选第四批国家

“万人计划”，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全年入
站博士12人，出站5人，
新增省院士工作站2家。

成功举办了山东省
中小微企业创新竞技行
动计划，共326个项目参
赛，1 8个参赛企业 (团
队)胜出。

新增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1家，并成功入
选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创
业升级特色载体，同时
全面启动了“济宁创新
谷”规划建设。

四大商业综合体提速亮相
“在蓼河”美誉度全面提升

2019年，高新区以产城融合发展
为主路径，以聚集新动能、拓展新空
间、塑造新形象为突破口，全力推进
新城建设，加快推动科技新城迈入蓼
河新时代。

红星爱琴海、奥特莱斯、湖滨印
象、华润万象汇四大商业综合体提速
亮相，蓼河新城外国语学校按期建成
使用，高刘屯、前后苏、前后栗等6大
棚改片区全面集中建设。龙城华府、
红星瑞马、融创济宁府等13个新开发
项目加快推进，总建筑面积达208万
平米。融入“机场、高铁、高速”城际交
通体系，济宁大道东延、海川路北跨、
内环高架、机场高速路等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加快推进，16条城市断头路建
成通车，30条路网接续启动，新增道
路里程48公里，“五纵五横”的交通路
网体系基本形成。

吟龙湾、资本中心等入驻率达到
70%，科技中心全年接待公众50万人
次，200余名干部带头搬入新城居住，
6000名新生就读海达行知、孔子国际
学校，1000余名创客聚集追梦，254套
大学生公寓投入使用。依托吟龙湾商
业综合体发展“夜色经济”，打造“流
光溢彩、不夜高新”。加上国际半程马
拉松赛以及动漫节、美食节、演唱会
等系列节会活动，“在蓼河”美誉度全
面提升。

本报记者 邓超

1月10日下午，在济宁
高新区2019年发展成果新
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的
提问，济宁高新区相关部
门负责人分别就项目建
设、民生事业、双招双引等
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

济宁高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李翠玲———

2020年计划新建11所公办幼儿园

问：教育事业发展方面，高新区今年在幼儿
园建设上有什么打算？

答：根据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
教育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高新区制定了《关于
全区学前教育提升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了近
三年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建设任
务表和路线图。2020年，高新区继续加大学前教
育建设力度，计划新建公办幼儿园11所，续建柳
行中心幼儿园，规划总投资2 . 35亿元，项目建成
后将新增公办学前教育学位3240个；继续实施
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2020年完成18所
配套幼儿园的普惠性整改，整改完成后将增加
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4860个。届时，高新区学前
教育将实现市域范围内的高位引领发展。

济宁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王运华———

将探索“新型政产学研合作模式”

问：2020年科技工作中，在加强产学研协同创
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答：2020年，我们将深入推进企业与高校院所
合作，探索实施“新型政产学研合作模式”，引导
区内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合发展，培
育优质项目和创新载体。

同时依托济宁创新谷，大力引进和培育新型
研发机构，企业研发总部，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
射带动作用，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紧紧瞄准大院大所，引进顶端机构、顶层智
力、顶级成果，以主导产业、龙头企业为支撑，构
建“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的
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实现技术、产业、
资本的有机融合，打造要素齐全的科技成果转化
综合服务平台。

济宁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廷福———

强化产业链招商，优化项目入区审核

问：2019年在招商引资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
答：2019年济宁高新区创新招商体制机制，在全

市率先成立了招商公司，实行专业化、市场化和社
会化的招商模式，全面推行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
制、绩效考评制，进一步激活了团队的积极性，为打
造一支虎狼之师的招商团队提供了根本保障。

强化产业链招商。围绕济宁高新区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医养健康四大主导产业，
委托中国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编制了济宁高新区
产业链全景图，实行精准招商。

优化项目入区审核。项目入区实行“专家评
审”、“部门联审”、“重大项目党工委会议推进”的三
级审核模式，有力地保障了入区项目的优质性和进
一步完善了项目入区的程序。“双招双引”指挥部办
公室建立全区“十强产业”项目库，对洽谈和签约情
况进行定期督导，推进项目快速落地。

济宁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黄伟鹏———

提高行政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问：高新区是如何推进项目建设的，破解项目
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答：为保障和推进项目建设，高新区建立重点
项目包保责任制。坚持一线工作法，建立“一个项
目、一名包保责任人、一个责任部门、一张图表、一
抓到底”的项目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服务企业特派
员制度，一对一精准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建设和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建立健全重点项目要素保障机制。对纳入到
“双百工程”的重点项目，高新区在用地保障、环境
容量、供电、供气等要素供给上给予优先支持，在产
业政策扶持、对上争取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
环节，实行一次告知、限时办理、超时默认制的管理
方式，提高行政效能，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本报记者 邓超

新闻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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