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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飞跃 夏侯凤超

东营被纳入省会经济圈

“《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一
群两心三圈’”的区域发展格
局。‘一群’即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两
心’即支持济南、青岛建设成为
国家中心城市；‘三圈’即推进
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区
域一体化发展。”在发布会上，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关照泉表示。

其中，省会经济圈包括济
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
州、东营7市。胶东经济圈包括
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5
市。鲁南经济圈包括临沂、枣
庄、济宁、菏泽4市。

2007年发布的《济南都市
圈规划》提到，淄博、泰安、莱
芜、德州、聊城、滨州等6个城市
与济南组成“1+6”都市圈。随着
济莱区划调整，位于黄河口的
东营被纳入省会经济圈中。

其中，省会经济圈的定位
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全国动能转换区
域传导引领区、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新高地。胶东经济圈的定
位是全国重要的航运贸易中
心、金融中心和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
科教核心区和现代海洋产业集
聚区。鲁南经济圈的定位是乡
村振兴先行区、转型发展新高
地、淮河流域经济隆起带。

“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
分别由济南市、青岛市牵头建
立议事协调机构的推进机制。
鲁南经济圈由四市市委书记依
次轮任召集人，每次任期一年，
2020年临沂市首先轮值。”关照
泉表示。

济泰淄协同保护大泰山

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如何发

展？济南市副市长尹清忠对推进
经济圈建设提出了三点意见。

“通过推进济泰同城化、济
淄同城化和济南齐河全面融
合，引领带动省会经济圈加快
形成协调联动发展格局。”

“济泰同城化”，全面加强
文化旅游合作，共同培育优势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济泰协同
发展共同体。“济淄同城化”，依
托交通轴线和重大科研平台全
面开展科创合作，推动经十路
高标准东延西扩，打造横贯省
会经济圈东西高端产业带。

“济齐同城化”，就是将齐河
纳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同步规划建设，加强黄河两岸基
础设施配套，在城市建设、生态
保护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全面对
接、协同保护、一体发展。

目前正在开展济泰、济淄
一体化发展和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区、德州齐河、滨州邹
平、淄博周村打破行政壁垒先
行先试战略研究，为推进省会
经济圈乃至更大范围区域一体
化发展蹚路子、做示范。

同城化后，将推进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实现电
子病历、医学检验检查结果跨
地区、跨机构互通互认。重点依
托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驻济高
校协同推进高等院校“双一流”
建设，推行社保“一卡通”，推进
电子社保卡应用。

在环保方面，支持东营打造
大江大河三角洲生态保护示范
区、申报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
界自然遗产。开展泰山、黄河、小
清河、大汶河、京杭大运河、东平
湖等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推
动济南、泰安、淄博协同保护大
泰山，打造经济圈“绿肺”。

打造轨道上的胶东半岛

胶东半岛一直是黄河流域
重要的开放门户和陆海交通走
廊，五市生产总值占全省的
42 . 2%、占黄河流域9省的12%，
对外贸易占全省的64%、占黄河

流域9省的33%。基于这些优势
条件，青岛有责任在山东城市
群发展中当好先锋，以更高水
平的对外开放引领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

在推动胶东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方面，青岛市副市长薛庆
国介绍，充分借鉴长三角一体
化推进模式，起草了《胶东经济
圈一体化发展议事规则》等文
件，促进和推动五市建立一体
化发展机制。

“下一步，胶东五市将以市
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齐心协
力、共同建设好‘五个圈’，加快
促进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快速发
展。”薛庆国表示，这五个圈分
别为高效交通圈、互补产业圈、
国际朋友圈、幸福生活圈以及
绿色生态圈。

胶东经济圈将建设“四网融
合”的轨道交通网，打造轨道上
的胶东半岛。织密高速公路网，
优化油气输配管网，建设世界一
流港口群，培育世界级机场群。
今年在建或启动潍坊至烟台等6
条铁路、潍坊至青岛高速等6条
公路，总投资近1800亿元。

鲁南四市一体化发展

《关于加快鲁南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
加快鲁南经济圈临沂、枣庄、济
宁、菏泽四市一体化发展，建设
乡村振兴先行区、转型发展新
高地、淮河流域经济隆起带，实
现突破菏泽、振兴鲁南，培育全
省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加快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
至兰考段、京雄商高铁山东段、
京沪高铁二通道潍坊至新沂段、
滨淄临高铁、济枣高铁等项目建
设。推动制造业错位布局协同发
展，做大做强临沂、菏泽现代高
效农业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
加快枣庄、济宁等资源型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建设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高地，打造全国知名旅游目
的地。组建鲁南旅游联盟，实行
四市居民旅游同城化待遇。

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贯彻
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若
干措施的通知》，从11个方面制定
出台35条落实措施、99项具体任
务。若干举措包括：

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继续执行16%
的单位缴费比例。继续执行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
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
一律延缓到2021年缴纳。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支
持以训稳岗，给予中小微企业职
业培训补贴。

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对
疫情期间小微企业担保贷款，政
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担保费
率降至1%以下，再担保费减半征
收或不收取。

抓住用好中央资金补助政
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
支出只增不减；大力压缩一般性支
出，在年初预算压减的基础上，对
差旅费再压减30%，对会议费、培训
费、公务接待费再压减60%。非急需
非刚性支出再压减60%以上。

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深
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对省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运
行情况开展成效评估。

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围
绕风险计量与防控、海洋工程等
领域，积极争创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建40家左右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10家企业省重点实验室。

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加快
青岛、济南、烟台等国家级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和日照跨境电商进
口试点城市建设。据山东新闻联播

本报济南6月8日讯 (记者
于民星) 针对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聚焦
解决当前个体经营者、小微企业
等市场主体发展和增加就业机
会的突出问题，山东在前期已出
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再
制定了《十条措施》，全面扎实推
进“六稳”“六保”工作。

8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对《十条措施》
进行解读。据悉，《十条措施》中
包括了税费房租、经营方式、社
会保险、融资保障、创业服务、
线上销售等方面内容，基本涵
盖了涉及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
业脱困发展的关键环节。

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税费减免力度是保就业、
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

措。疫情发生以来，山东在财政
收支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
出台了减免交通运输、餐饮、住
宿、旅游、展览、电影放映六大
困难行业和小规模纳税人一季
度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
策，减税11 . 57亿元。根据《十条
措施》，山东拟将政策延续至年
底，将再减税30亿元以上。

在社保缴费方面，山东将
免缴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政策由
6月底延续至年底；降低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1个
百分点政策执行至年底；允许
企业按规定缓缴各项社会保险
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与此同时，山东再次延长国
有房租减免的政策，对承租国有
资产类经营性房产的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在落实已经出台
的减免或减半征收房租的优惠
政策基础上，再将减半征收房租
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山东还将对中小微企业实
施以工代训补贴，支持中小微企
业扩岗稳岗。对中小微企业新吸
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开展以工代
训的，根据吸纳人数给予企业每
月500元/人、最长6个月的职业
培训补贴。也就是说，吸纳1人并
开展以工代训的，最高补贴企业
3000元。在已经出台的社保费减
免、稳岗返还政策基础上，对受
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
微企业组织职工开展以工代训
的，再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单个
企业最高补贴10万元，用于开展
以工代训、发放职工生活补助，
帮助企业稳岗位、保职工生活。

山东构建“一群两心三圈”发展格局
支持济青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建立议事协调机构推进机制

山东加大税费减免力度推进“六稳”“六保”

餐饮等六大行业再减税30亿以上

6月8日上午，我省召开区域协调发展新闻发布会。我省将构建“一群两心三圈”发展格局，支持济南
和青岛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实施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发
展战略，并建立议事协调机构推进机制。

山东出台35条措施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再压减60%

一图读懂“一群两心三圈”

“一群”

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山东半岛城市群

“两心”

即支持济南、青
岛建设成为国家
中心城市

“三圈”

即推进省会、胶东、鲁
南三大经济圈区域一
体化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构
建“一群两心三圈”
的区域发展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

三大经济圈怎么建

省会经济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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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经济圈

乡村振兴先行区

转型发展新高地

淮河流域经济隆起带

三大经济圈重点围绕以下事项确
定年度重点任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产业创新协同共进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对外开放携手共赢

●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社会事业共建共享

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

圈分别由济南市、青岛

市牵头建立议事协调机

构的推进机制

鲁南经济圈由四市市委

书记依次轮任召集人，

每次任期一年，2020年

临沂市首先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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