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品质更宜居，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 . 4%

坐拥好风光，泗水人幸福指数攀升

三个10亿元大项目落地
双招双引有突破有亮点

签订亿元以上合同项目19
个，引进亲亲食品等过10亿元大
项目3个、中国500强项目2个，到
位内资22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816万美元。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实施规
模以上项目116个，6个项目纳入
省库、32个项目纳入市库，新开
工亿元以上项目22个，38个续建
新建项目投入使用。集中攻坚重
点工业项目20个，盼盼食品、鸿
润食品金庄分公司等11个项目
建成投产，无穷食品、陈村食品
等9个项目加紧建设。

传统动能快速升级。实施重
点技改项目12个、建成投产8个，
4个项目纳入全市百项重点技改
项目。

开展“制造业+互联网”行
动，新增“上云”企业10家，实施
智能生产线项目2个。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6家。“四新”经济加快
成长。实施“四新”投资项目31
个，“四新”投资增长28 . 5%，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4%。同力
机械生物燃料成型装备认定为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

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新增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7家，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25 . 4%。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15项，技术合同交
易额3亿元。创建省市级企

业创新平台9家，食品、机械、新
材料三个产业研究所建成运营。
新增发明专利15件。

七企业纳入“6501”工程
产业发展实现优化升级

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增规
上工业企业41家、达到247家，规
上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分别增长3%、7%、13 . 8%。
食品产业实现集群发展，新增规
上食品企业5家、达到44家，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38 . 5亿元、增长
1 8 . 5 % 。7 家 企 业 纳 入 全 市
“6501”培育工程，新增纳税过千
万元工业企业2家，海螺水泥纳
税突破亿元大关。新增外贸备案
企业14家、达到50家，完成进出
口7 . 4亿元、增长35 . 9%。

现代服务业扩量提档。新增
规上服务业企业6家、达到118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 . 8亿
元。成功创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阅湖尚儒研学游基地、
等闲谷乡村音乐厅投入运营，创
建3A级旅游景区1处，获评市级
首批文化旅游特色小镇1个、文
旅融合发展样板村4个。万向城
商业综合体、泰源农贸市场二期
主体完工。农产品电商交易额达
到2000万元，增长40%。金融业
增加值增长5%，存贷款余额较

年初分别增加20 . 43亿元、16 . 57
亿元，新增企业贷款4 . 84亿元、
首贷企业68家。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龙湾湖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纳入省政府
示范创建联系点，省政府主要领
导同志亲临调研给予充分肯定，
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
措施，示范片区建设开启新征
程。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获批全省乡村振
兴合伙人招募试点县，甘薯产业
园入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新
建高标准农田4万亩，新增土地
流转8万亩、土地托管3 . 1万亩。
新增为民服务中心4处、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6家，新增“三品一
标”农产品21个、市级以上示范
场7家、示范社5家。利丰食品获
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中农伟
业养殖场获评农业农村部标准
化示范场。

新增供热面积30万平方米
城市品质更舒适更宜居

城市品质全面提升。日兰高
铁泗水段建成通车，日兰高速泗
水出入口完成扩建。新增城市道
路6 . 08公里；完成道路雨污分流
改造8条，新建污水管网11 . 5公
里；跨泗河综合管廊完成燃气、
热力、给水、排水管线入廊；新建
供热管网10 . 2公里，新增供热面

积30万平方米；第二污水处理
厂、海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投入运营。新增城市绿地40公
顷，绿地覆盖率达到42%，音义
河水系生态景观二期工程全面
完工，泗水滨绿道成功创建第一
批“山东省最美绿道”，市民5分
钟生态休闲圈初步形成。实施棚
户区改造696套，新开工商品房
57 . 8万平方米。

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开发区
完成公共配套设施投入3 . 2亿
元，新建标准厂房9 . 6万平方米。
镇村面貌持续改善。实施镇驻地
改造工程28个，金庄镇小城镇建
设项目被评为全市新旧动能转
换观摩“十佳项目”，杨柳镇被评
为省级绿色生态示范城镇，高峪
镇被评为省级绿色能源示范镇，
新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6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3个，夹
山头村被评为省级美丽村居示
范点。改建县道11 . 3公里、乡村
道路50公里，“户户通”硬化道路
75公里，泗河综合开发道路工程
竣工通车。新增燃气“村村通”村
60个。新建农村公厕63座。

实施重点水利工程10项，新
增改善节水灌溉面积5万亩，农
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新惠及人
口4万人。库区移民避险解困项
目基本完成。改造农村电网65 . 8
公里。城乡管理不断加强。城市

“六乱”得到有效整治，打造“精
品示范街”8 . 1公里，完成人行道
修补1 . 1万平方米。中兴路便民
市场投入使用。

解决大班额增学位3510个
民生支出达到28 . 8亿元

完成民生支出28 . 8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 . 4%。乡
村道路升级改造、普惠性学前教
育提升等民生十件实事如期完
成。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持续巩
固已脱贫176个贫困村、14630户
贫困户的脱贫成果，对102户、
280名突发性贫困人口及时进行
帮扶，为234户贫困户改造危房，
为2 . 14万名贫困群众购买扶贫
特惠保险。规范提升产业扶贫项
目355个、新实施3个。开展脱贫
攻坚“回头看”，排查整改问题

1948条。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新增城

镇就业2291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4%以内，“零就业”家庭
动态消除。城乡低保人均标准分
别提高到每月560元、420元，发
放城乡低保救助资金6572 . 6万
元。医保基金支出5 . 36亿元，受
益群众达22 . 9万人次。计划经济
时期设立的72家国有、集体企
业，66家实现破产终结、6家启动
破产程序，近万名职工的权益依
法得到保障。

职业中专、特教学校完成扩
建迁建，泗水二中新建教学楼、
宿舍楼投入使用，完成解决大班
额项目3个、新增学位3510个，新
建改建幼儿园11处、新增学位
1590个。县中医院新院区门诊楼
主体完工，4处卫生院综合门诊
楼、30家标准化村卫生室投入使
用。新建互助养老院4处。县残疾
人康复中心建设完成。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和13个镇街分中
心建成使用，51个村(社区)实践
站挂牌成立。新建县级以上妇女
儿童家园7处。优化提升13个镇
街文化站、259个乡村儒学讲堂，
开展送戏下乡600场、公益电影
放映6864场、儒学讲堂700场。卞
国故城遗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成功创建中国楹联文
化县。

生态保护全面加强。统筹推
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完成气代
煤、电代煤改造2 . 65万户，新建
生物质燃料加工中心2处、提档
升级5处，推广生物质炉具2500
台，落实建筑工地“8个100%”，
对17家重点工业企业实施秋冬
季绿色管控，完成12家挥发性有
机物企业整改，汽车维修企业废
旧机油实现无害化处理。整改完
成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31个。开展“深化清违整治、构建
无违河湖”专项行动，整改问题
443项，泗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
达标。治理农业面源污染56 . 6万
亩，畜禽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达
到82 . 3%。完成地质环境治理项
目5个，实施绿色矿山建设5处。
治理水土流失18平方公里。新增
成片造林3 . 2万亩，建成省级森
林村居7个，泗河源湿地公园通
过国家评估验收。

引进亲亲食品等过10亿元大项

目3个、成功创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2019年，泗水县克难攻坚、

真抓实干，双招双引有突破、有亮点、

产业发展实现优化升级、城市品质更

舒适、更宜居，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

康发展。

美丽泗河，幸福水岸。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魏良 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包庆淼

泗水西侯幽谷风景区，绿水青山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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