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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承借“省会北部全面起势”机遇

建省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新样板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杜志强 田文静

借“省会北起”机遇
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县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新时代、新征程，商河县规划
出一份信心满满的未来蓝图：

2021年，商河县委县政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
十一届十二次、市委十一届十二
次全会精神，承借“省会北部全面
起势”的机遇，把握发展的“五大
优势”“五大聚焦”“四大保障”，着
力构建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
施、链条化的产业布局、功能完备
的现代化新城市组团“三个体
系”，建设城乡融合、粮食安全、应
急保障“三个示范”，全力打造“省
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新样板”，
向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县的总目
标不断迈进。

2020年，商河县交出了一份
可喜的“成绩单”：2020年商河县
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 .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进
出口总额增长31 . 1%，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21%，实际利用
内、外资分别增长20 . 5%、241%。

如此优异成绩离不开商河县
的积极努力。

2020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商河县全市率先制
定出台《关于实行县级分级防控
的意见》、第一时间助力市场主体
复工复产，提炼并发扬了“团结高
效、乘势而为、砥砺担当、敢于胜
利”的新时期“商河精神”。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疫情期间，商河县全力织密联
防联控防疫网，建立四级联防联
控网格4614个，守好了每一扇小
区大门、校门和家门，全县未发生
本土和输入型确诊病例。

一手抓疫情，一手抓复工复
产。2020年，商河县共有98名领导
干部包挂服务196家重点企业，落
实阶段性减免税费2 . 9亿元，帮
助企业贷款3亿余元，争取扶持资

金1 . 27亿元；市场主体新增9279
户，同比增长15 . 68%……

首要精力抓双招双引
培育6个30亿元产业集群

2020年，商河县努力补短板
强弱项，以双招双引为“生命线”，
牵好项目建设“牛鼻子”，开创了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截至目前，商河县内两个省
“双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完成投
资17 . 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5%；14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132 . 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22 . 4%；221个县级重点项目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94 . 9%。

而2020年全年，商河县双招
双引集中签约项目62个，计划总
投资537 . 69亿元。苏伊士集团、中
铁建、中能建等一批世界500强企
业、央企、省企相继落户，11个项目
列入市级重点招商推介项目。

而新的一年，商河县更是拿
出首要精力抓双招双引，谋划大
发展。2021年，商河县将重点培育
6个30亿元的产业集群。

六大产业集群分别为以凯美
科技、恒瑞医药为代表的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主
的通航产业集群，以中建八局为代
表的绿色智能建筑产业集群，以海
峡两岸温泉花卉创新园为依托的
高端花卉产业集群，以领军科技为
首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大北农、
雨润、金沙河面业为代表的农业一
二三产融合产业集群。

双招双引的成功，离不开商
河一流的营商环境。为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2021年，商河将强力推
进“一次办成”改革，深化“容缺办
理”“拿地即开工”；完善企业接诉
即办机制、企业诉求服务体系，优
化企业发展环境；继续建设高规格
标准厂房；推进财税金融改革……

为进一步当好企业发展的
“店小二”，商河也正在努力营造
尊重企业家的浓厚氛围。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
为此，商河将进一步健全领

导干部包挂重点企业制度、企业
家关爱工程、协会“1+N”产业协
同、共享共赢发展模式等体制机
制，在政策扶持、企业家队伍建设
等方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新官理旧账，打造
诚信政府。

发展中的商河越来越美。

2021年是“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胜利在望。新
的一年，商河县将
承借“省会北部全
面起势”的机遇，全
力打造“省会绿色
生态和幸福民生新
样板”，向建设新时
代现代化强县的总
目标不断迈进。

维护好城市居住环境，让城市更加宜居。

全力发展农业产业融合
为乡村振兴引入新动能

作为农业大县，商河农业资
源丰富，如何把“大”做“强”是县
委县政府一直研究的课题。

为此，新一届商河县委县政
府聚焦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统筹
涉农财政资金6000万元，在乡村
产业振兴带动全面振兴上写下

“新答卷”。
2020年，商河建成精品花卉产

业园区5个、龙头企业15家，设施花
卉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花博会
农博会吸引游客78万人次，拉动农

产品交易等6000多万元，被评为省
会经济圈花卉展示交流基地。

新的一年，商河县做继续优
花卉产业。将温泉花卉规模拓展
到130万平方米，将商河打造成山
东花卉产业技术创新的集成中
心、转化中心和应用中心，打造省
会经济圈花卉展销基地和中国花
卉硅谷。

培育新农业产业同时，商河
也切实做好粮食安全工作。2020年
成功建成5 . 1万亩水肥一体化、14
万亩高标准农田、20万亩订单原
粮、100万亩统防统治农田。

商河农业的努力，得到了市
场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宏业纺织
获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乡村绿洲在新三板挂牌，雨
润、金沙河面业等农业龙头企业
纷纷入驻商河。

2021年，商河县将借此优势，
开工建设食品加工流通产业园，
推动农产品深加工、提档升级，争
取10个投资过5亿元的龙头企业，

带动培育农业产值达到100亿元。
农民富起来，日子更有奔头。

2020年，商河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23个，全县集体经济收入过10万
元的村达到393个，建成10个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村、4个美丽乡村省
级示范村。

2021年，为进一步提高农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商河县
将继续发力规划第二批齐鲁样板
村项目，打造“现代农业示范线
路”和“大沙河风情线”。

教育医疗交通稳步发展
人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民生无小事，树叶总关情。一
年来，商河县持续改善社会民生，
努力让广大市民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的成果。

一年多的努力，商河正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区绿地
率达到44%，生活垃圾分类“商河
模式”得到央视报道，城区实现通
宵亮灯，主城区5G网络连续覆
盖。

2020年，商河县财政持续
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达 8 0 % 以
上——— 总投资36 . 5亿元的16个
教育项目集中开工；投资4 . 37
亿元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投资4 . 78亿元完成“四好农
村路”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
投资4 . 1亿元完成655个村的通
户道路硬化、实现户户通全覆
盖；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鲁北院区、妇幼保健院开
工建设……

如今在商河，幼儿园、学校越
来越多，孩子上学不再犯愁；医疗
资源越来越丰富，“看病难”不再；
道 路 越 修 越 多 ，出 门 更 加 便
利……市民百姓感受到切切实实
的幸福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2 . 1%。

2021年，商河县仍将坚定不
移抓城乡建设，塑造城乡融合发
展新格局。

为打造成区域交通枢纽，商
河县将继续推进济滨高铁、德商
高铁、高德高速工程建设，开工建
设通用航空产业园、G340拓宽改
造，以及商河至先行区快速路、京
沪高速商河殷巷互通立交及连接
线工程，完善“一纵三横”交通干
线。

同时，高标准建设15条老城
区道路，完成9条西城区道路建设
任务，进一步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新的一年，商河县还将以棚
改旧改为抓手加快城市有机更
新，完成老城区剩余棚户区和城
中村拆迁任务，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同时，还将持续做好城市绿
化，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力争让
城市更宜居。

新时代，新征程。“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商河县正以奋发有
为的姿态，全力打造“省会绿色生
态和幸福民生的新样板”，向建设
新时代现代化强县的总目标不断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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