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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好两面大旗 加快强势崛起

五大关键词解读章丘区政府工作报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支倩倩

关键词：实体经济

打造“133”产业体系

工业投入91亿元
新签约上海房德军民融合新材料、北京中材

人工晶体研究院、航天五院山东空间信息技术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58个，总投资759 . 8亿元。新引进
高端人才团队10个、各类人才900人，新增4家院士
工作站及4家省级研发中心(实验室)。实现进出口
总额54 . 9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 . 41亿美元……过
去的一年，章丘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有目
共睹，让人印象深刻。

新的一年，章丘将如何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
实现进一步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0年章丘
坚持产业转型和稳增长并举，集中力量实施“实体
经济发展攻坚年”，推进项目建设快达效、实体企
业快壮大、主导产业快集群，不断提高章丘区高质
量发展水平。

深度对接省市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加快构建
“133”产业体系。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中国重汽、伊
莱特重工、大汉塔机、山东章鼓等企业为龙头，以
重汽配套产业园建设为突破口，建立完善全产业
链条，推动装备制造智能化、链条化发展，尽快形
成千亿级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以圣泉、明泉、永
信非织造、昊月树脂等企业为龙头，依托刁镇化工
产业园、中白新材料产业园、山能新材料产业园、
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山大晶体所等平台，加
大新型树脂、石墨烯、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人
工晶体等前沿材料研发转化力度，创建以圣泉为
骨干的防疫物资优质产品基地，加快打造300亿级
产业集群。新医药产业，以双鹤利民制药、科兴生
物、博科生物等企业为龙头，依托生物医药产业
园，构建以生物制药、前沿医疗器械等为主体的医
药产业高地，加快打造200亿级产业集群。新信息
产业，以蓝海领航、山大地纬等企业为龙头，瞄准
行业前沿，加快应用拓展，构建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化产业，加快打造百亿级
产业集群。组织实施“十百千”工程，对存量企业排
出梯队、靶向扶持，加快培育十大龙头企业、100家
高成长性企业、1000家规模企业，打造一批名企、
名品、名牌，筑牢章丘产业发展的“压舱石”。全年
实施工业投入91亿元，新增规模企业100家。

坚持招商引资生命线不动摇，全力推动山大

鸥玛、易事特北方产业基地等大项目落地开工。围
绕山大服务济南高质量发展的“一廊、五片区”空
间布局和“10+8”项目体系，加快山东大学龙山校
区(创新港)建设，引进高端人才和创新平台，深化
校地、校企合作，打造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设立章丘企业家日。加
快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推行“管委会+公司”
模式，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和薪酬体系，加快实现
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绩效化考
核和特色化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

合村并点全面实施

今年完成36个村庄拆迁
现代都市农业加快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持续开展，脱贫攻坚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探索
创新……2019年，章丘区狠抓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创建呈现新亮点。

全面完成71万亩“两区”农田划定，新增水肥
一体化面积2 . 2万亩、千亿斤粮食工程2万亩。章丘
区被评为“2019中国产业互联网区域公共品牌突
出区”。举办济南市第二届农民丰收节、章丘大葱
文化旅游节、白云湖文化旅游节、垛庄红叶文化节
等节庆活动。建成132个农村公厕，提升15万户农
村改厕工作。102个村完成村内通户道路硬化。全
区美丽乡村示范村达到202个……过去的一年，各
种节庆活动中旺销的农特产品，以及身边的村庄
中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变美的村容村貌，都
有力印证了章丘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0年，章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涧溪
村时的殷殷嘱托，围绕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聚
焦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担当
使命，扛好大旗，当好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排头
兵”。优化提升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布局，依托60万
亩富硒土壤资源，建设“中国生态富硒之乡”。创建
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家，新增市级以上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5家。强化粮食安全意识，建设高标准农
田9万亩，推进全年粮食总产量稳定提升。

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新改建提升农村道
路203公里，更新设置客运站点100个，新增新能源
公交车100辆，通过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区)
验收。完成村内通户道路硬化工程，实现“户户
通”。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行动，新建、提升15座
规模化水厂，集中改造180个村自来水管网，提高
22万群众的饮水安全和供水保障能力。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成24个济南市齐
鲁样板村创建，巩固82个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成果，全面提升三涧溪省级示范区和诗画文
祖、花样垛庄、水乡白云等6条美丽乡村示范线。按
照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等总
体规划，逐步对现有村庄实施改造，三年内撤并村
庄201个，今年完成36个村庄拆迁。

关键词：民生福祉

为民办好10件实事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
2019年，章丘新建8处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

和镇街幼儿园，42处幼儿园改为普惠制。为126个
城乡健身广场配套体育设备，新改建33处社区卫
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新开工棚改旧改安置房项目
21个、900万平方米，查旧、贺套、货场南等3个项目
实现交房……一串串的数字背后，彰显政府对于
全面提升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决心之大。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全力以赴保障
和改善民生，持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今年章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将为
民办好10件实事。年内完成16个项目、2 . 2万套建
设任务。坚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加大援企稳
岗、减免社保缴费等力度，推进专业劳务合作组织
向农村延伸，全年新增城镇就业5000人以上。完善
提升养老服务设施，改扩建区级养老服务中心、6
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8处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和农村幸福院。统筹运用社会救助政策，加大困
难家庭和特殊群体帮扶力度。

实施东山小学北校区建设，加快东城实验学
校新建、杨胡小学扩建和章丘中学初中部建设，完
成官庄中学、白云湖高桥小学等13处中小学改造
提升工程，实施枫叶双语学校高中部建设，提高城
乡办学水平。成立配餐公司，提供营养安全的中小
学配餐服务。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成立幼教集团，
有效盘活闲置办公场所开办幼儿园，新建3处安置
区配套幼儿园，提升公办园、普惠园覆盖面。加快
建设健康章丘，极创建“国家健康城市建设示范

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完成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入住工作。继续做好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工作。

关键词：城市品质

实施潘王路等道路提升改造

加快与济南城区的互联互通
推门见绿，移步入园，精致城区“转角遇到

美”。2019年，很多市民感慨，章丘的城市面貌发展
变化之大，近年罕见。

2020年章丘将聚焦城市治理，着力提升城市
品质。坚持全域一体，兼顾当前与长远、地上与地
下，制定完善交通、水利、供热、燃气等重大基础设
施规划。大力推进山大龙山校区、明水古城、华侨
城、绣惠古城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产城融合示范
区。抓好胶济铁路章丘站、济南绕城高速二环线东
环段等工程。完成绣水东街南段等11条安置房规
划路建设，实施潘王路、青云大道等道路提升改
造，集中整治交通安全隐患路口。对接融入省市重

大交通规划，协调推进济潍高速、济莱高铁、小清
河复航、轨道交通8号线、旅游路东延等重点工程
建设，积极争取北园高架东延等项目，加快章丘区
与济南城区和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加快白云水
库、白云水厂建设。建成使用第四水质净化厂。建
设济青路供热管网一期工程，提高供热保障能力。
加快眼明泉等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整治改造18万
平方米。

坚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品质。继续推动
城市治理“路长制”向镇街延伸，探索细化巷长制、
楼长制。常态化推进国家卫生城市、最干净镇街、
无违建村居等联合创建，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实施小清河、绣江河、杏花河清淤疏浚、堤防
加固，白云湖、芽庄湖滞洪区巩固提升，集中整治
城区防洪体系。实施17处破损山体修复，完成省道
102绕城段、零九路等绿化提升项目，绿化面积100
万平方米。启动长白山绿化提升、山区雨季造林项
目，完成生态与修复造林2 . 2万亩。

关键词：社会治理

创建“多网融合”

提高精准打防管控能力
2019年章丘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向刁镇下放

区级管理权限134项。完成全区384家事业单位和
14家国有企业公务用车改革……过去的一年，章
丘狠抓强基固本，政府行政效能建设有了新进步。

2020年，章丘全面深化综合治理。发展基层民
主，积极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坚持“五治融
合”，推进服务下沉，强化公众参与，提升网格服务
效能，创建“多网融合”、全域覆盖的社会治理综合
服务新模式。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国家试点建设，拓
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全民志愿服务
水平，打好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攻坚战。完成东平
陵故城、城子崖遗址相关保护展示工程，实施古
建筑年度修缮计划。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深
化殡葬综合改革试点，不断提升移风易俗水平。深
入宣传“中国龙山 泉韵章丘”城市区域品牌，讲
好章丘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增强章丘区的美誉度
和影响力。

深入推进“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建设，提高
精准打防管控能力。坚决打好预防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着力预防化解债务、金融和社会风险。健
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合机制，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5月19日上午，济南市章丘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记者在会上获悉，2020年章丘区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标“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科创济济南、智造济南、文化济南、生态
济南、康养济南建设，按照区委“1266”工作布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当好省会创新发展龙头，扛好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两面面大旗，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着力实施十二项攻坚行动，全面推进产业升级、乡
村振兴、民生事业、城市品质、社会治理实现新突破，为实现济东新区强势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 . 8%和8%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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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章丘区代区长边祥为作政府工作报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代表们隔座而坐成为疫情下本次人代会的特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章丘正在省城东部崛起。

1 加快安置房建设。坚持重质量、重时
效、重配套，年内建设完成16个项目、
2 . 2万套安置房。

2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新建黄
河、垛庄、枣园3座集中规模化水厂，
提升曹范、相公庄等12座规模化水
厂，改造180个村内自来水管网、配套
相关消毒设备，提升联村供水覆盖
率，提高240个村、22万余人的饮水安
全和供水保障能力。

3 构建立体化大交通格局。协调服务济
莱高铁、济潍高速、济南绕城高速二
环线东环段、小清河复航、轨道交通8
号线、旅游路东延等重点工程建设。
完成潘王路、青云大道等道路提升改
造。新改建提升“四好农村路”203公
里，更新设置客运站点100个，新增新
能源公交车100辆，完成村内道路“户
户通”工程，改善农村出行条件。

4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东山小学北
校区建设，加快东城实验学校新建、
杨胡小学扩建和章丘中学初中部建
设，完成官庄中学、白云湖高桥小学
等13处中小学改造提升，实施济南枫
叶双语学校高中部建设。盘活闲置办
公场所开办幼儿园，新建3处安置区
配套幼儿园。

5 提升健康服务水平。建成东部医疗中
心、精神卫生中心。全面开展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年内新建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9
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达到优质
服务基本标准，完成290个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
助制度，切实发挥医疗救助托底功
能。强化食品安全战略，建立从田间
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体系。积极创建

“国家健康城市建设示范市”。

6 打造宜居乡村环境。完成24个济南市
齐鲁样板村创建，提升三涧溪省级示
范区和诗画文祖、花样垛庄、缤纷绣惠、
水乡白云、绣江古韵、瓜果飘香(高官甜
瓜)6条美丽乡村示范线，巩固82个省市
级示范村建设成果。推进城乡环卫市
场化改革，健全“三清一改”长效机制，
年内完成农村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打
造良好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7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认真抓好扶贫自
查评估、问题整改。持续推进联带帮
扶，做好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扶贫政
策落地。实施扶贫产业项目5个，完善产
业项目运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完
成贫困群众家居环境改善提升年度目
标。进一步健全返贫和新发生贫困人
口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推进“3+
1”特惠保险即时帮扶全覆盖，确保如期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8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完成小清河防洪
综合治理工程和10项水库、塘坝等水
毁工程修复，实施绣江河、杏花河清
淤疏浚、堤防加固，白云湖、芽庄湖滞
洪区巩固提升，新建和维修15座桥
梁，集中整治城区防洪体系，全面提
升城乡生态、防洪综合功能。

9 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加强城乡统筹的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年内新改扩建区
级养老服务中心、6处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18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
农村幸福院，推进“老有所养”迈向

“老有颐养”。

10 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提供“套餐式”
“情景化”审批集成服务，推行极简审
批、秒办秒批、不见面审批，推进审批
服务“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建成政
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系，总体审批
时限再压减50%以上，打造“在泉城、
全办成”引领示范区。

大会会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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