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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优势”助力冲刺攻坚
商河为高质高效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通讯员 杜志强 张鸣

坚持工业强县战略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商河地处济南的北大门，下辖
11个镇和1个街道。2019年，商河完
成GDP163亿元、增长3 . 4%；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 . 51亿元、增
长10 . 2%；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05 . 04亿元、增长20 . 7%；规上工业
利润3 . 7亿元、增长16 . 7%。从数据
来看，工业是商河经济发展的短
板，也是今后推动商河发展的主要
力量。破解发展根本问题，首先要
坚持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发展战
略。

发展工业，园区是关键。今年，
商河县将继续集中力量把园区打
造成为双招双引的平台、现有企业
发展的平台、民营企业和民资创业
的平台，同时推进亩均效益改革，
明确入园标准，高标准完善园区功
能配套，为企业拎包入驻、落地即
生产创造外部条件，并加快推进生
物医药、绿色循环经济、通用航空
产业园三大专业园区建设。

其次要聚焦“双招双引”。外引
内强，商河县将力争全年内资实现
市外到位资金100亿元，引进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0亿元，实际使
用外资2亿美元的目标任务。截至

目前，已策划包装了总投资172 . 5
亿元的3大类、13个重大项目。一季
度新签约项目17个，计划总投资
36 . 86亿元。

要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一产方
面，聚焦现代高效农业，重点发展
花卉产业，二产重点推进生物医药
化工、绿色循环经济、通用航空三
个专业园区的招商，尽快形成优势
产业集群，三产则重点挖潜温泉资
源，紧抓后疫情时代医疗健康产业
发展的契机，建设“康复之都”，成
为全市打造医疗康养名城战略的
承载地。

最低成本撬动更多资本
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商河县发展有“五大优势”，即
交通瓶颈即将打破、三大国家战略
叠加、土地储备丰富、特色园区基
本成型、人文自然生态基础良好，
具体工作上就是要做到双招双引、
城镇建设、现代高效农业、温泉康
养、民生事业“五大聚焦”。五大聚
焦中，既有城市建设和园区建设两
个突破口，又细化了教育强县、合
村并居、新型社区建设等重点工
作，只有把握好推动发展的具体路
径，才能用最低的成本，撬动更多
资本，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首先要拿时间换空间。利用资
本方的投资，争取出时间来拓展发
展空间，再将空间投入市场进行导
入产业和商业开发，以最短的时间

开发出更多的空间。一方面，坚定
教育强县突破口，不断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实现城镇人口增长，另一
方面，抓好棚改旧改工作，深入推
进城镇化建设，同时全力加快合村
并居步伐，推动农民向社区集中、
农业向规模集中、产业向园区集
中。今年，商河将开工建设6个新型
社区，计划2021年底完成试点社区
建设任务。

目前，商河总人口为64 . 3万，
但截至2019年底，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只有26 . 9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3 . 59%。为提高城镇化率，商河县
按照“学前普惠、小学集中、初中进
城、高中提升”的思路，制定实施了
教育强县战略。今年6月底，12个教
育项目集中开工，明年9月份就将
全部投入使用，届时8所镇区中学
将撤销，4500名学生进城入学，带
动2万人进城。

其次要树牢“捆绑”理念和平
台思维、集中干大事。平台思维就
是集中要素资源，特别是资金、土
地等关键要素，聚力攻坚。通过搭
建平台载体，就可以吸引高端要
素、产业资源。今年，商河县五大融
资平台将做大做强，既要改革体制
机制，解决融资渠道受限等问题，
又要面向农村，在土地上做文章。
同时，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成为投
资的生力军。

此外，还要狠抓优质营商环境
打造。此前，商河县已采取一系列
措施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全国
首创的“容缺办理”审批服务创出
了商河经验。下一步，商河将以问
题、需求、落实、诚信为导向，继续
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为商河吸引
投资、聚集人气。

明确重点攻坚任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当前，疫情防控还没有取得最
后胜利，“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
务依然艰巨，容不得丝毫放松。受
疫情叠加影响，要实现既定工作目
标，各项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4月27日，商河召开全县“重点
工作攻坚年”推进大会，制定印发
了《全县“重点工作攻坚年”重点任
务 实 施 方 案 》（ 以 下 简 称“《 方
案》”）。《方案》对标济南市委工作
要求，明确了10项重点攻坚任务，
而脱贫攻坚工作是当前首要政治
任务。

据悉，商河县在2017年就有
1 9 0个贫困村实现脱贫退出，在
2018年15518户、37105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基础上，今年
将重点围绕继续享受政策的9497
户、18456人，以及处于贫困线边
缘的非贫困群体，跟上各项精准
脱贫措施。目前已落实各级各类
帮扶资金1 . 02亿元，计划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17个；做好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社会保障兜底、饮水安
全等政策落实回头看活动，对815
户贫困群众的C级、D级危房，全
部进行改造或住房安置；分门别
类做好历年档案资料的收集整
理，建立整改台账，今年上半年完
成“户户到”全面核查行动，确保全
面通过省、市验收。

在民生事业方面，商河深入开
展了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围绕农村
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
方面，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发
现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抓
住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有
利机遇，全力实施好丰源湖水库水
源工程、丰源水厂至清源水厂管线
连通工程，提升改造供水管网，让
群众喝上优质、价格合理的“放心
水”；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深化落实“三清两扫一
改”活动，提升环卫一体化水平，倡
树文明新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此外，商河还将加大医疗卫生设施
建设力度，加速推进总投资9 . 5亿
元、一期规划床位1000张、总建筑
面积14 . 5万平方米的千佛山医院
鲁北院区，以及县妇幼保健院等项
目，力争明年建成投入使用，努力
打造区域性医疗救援中心、疫情防
控中心，提高县域整体医疗水平。

“要大力弘扬团结高效精神，
奏响集中攻坚的最强音；要大力弘
扬乘势而为精神，提振集中攻坚的
精气神；要大力弘扬砥砺担当精
神，勇做集中攻坚的桥头堡；要大
力弘扬敢于胜利精神，考出集中攻
坚的满分卷。”商河县委书记翟军
表示，商河县将大力弘扬“团结高
效、乘势而为、砥砺担当、敢于胜
利”的新时期“商河精神”，破解好
根本问题，把握好具体路径，完成
好底线任务，结合实际落实落地落
细各项攻坚任务，以决战决胜之势
全力冲刺攻坚，助力济南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完成“十三五”规划既
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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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6 . 8%，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7 . 1%，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4 . 7%……
这是疫情冲击下
商河交出的第一
季度发展答卷。5
月10日，商河举行
2020年全县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
计划总投资388 . 79
亿元的 4 3个项目
自此落地开花。

今年，商河县
将 围 绕“ 五 大 优
势”“五大聚焦”和

“四大保障”，把教
育强县和园区建
设作为发展突破
口，以决战决胜之
势全力冲刺攻坚，
为商河打造“济南
对接京津冀的桥
头堡、新旧动能转
换的产业承接地、
济南北跨城市拓
展的新空间、省会
绿色生态和幸福
民生新样板”注入
高质高效发展的
强劲新动能。

商河县市民服务中心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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