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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进，勇担使命

阳谷争创新聊城建设先行区

记者 陶春燕

先进完善的产业体系

赋予了阳谷发展昂扬锐气

“坚持“强二优三稳一”产业
发展目标不动摇，以先进制造业
为主导、高端服务业为驱动、特
色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正在加快形成。”杨旭博介绍，阳
谷拥有规上工业企业173家，总
产值稳居全市第2位；高端化工、
绿色食品、光电信息、造字印刷
等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产值占比
近90%；基于自主创新、领跑全球
的专利技术，华泰化工、波米科
技、北赛电工、汉河电缆、天盾矿
用设备等一批企业已成长为国
内行业领军企业；培育国家级绿
色工厂5家、瞪羚企业6家，获得
市长质量奖5个，数量均居全市
首位，全省工业发展扩面提质。

截至2021年底，阳谷县税收
过百万、过千万、过亿元企业分
别达到214家、31家、3家。现代服
务业规模膨胀，“红色游”“水浒
游”“运河游”“工业游”“乡村游”

“农耕游”旅游形式不断丰富，新
世界广场、利客来购物中心、澳
林商贸城等商业综合体持续壮
大，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直播带
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

农业基础更加稳固，阳谷县
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1个、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3个，粮
食产量稳定在15亿斤以上，蔬菜
进京入沪、远销海南，畜产品稳
产保供得到国务院领导视察肯
定。

“围绕贯彻黄河国家战略以
及各级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
求，我县破解了一批瓶颈制约，
落地了一批优质项目、培育了一
批特色园区，有信心在十四五末
实现制造业产值突破千亿元大
关、电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现
代农业产值突破30亿元，全力打
造 全市高 质 量 发 展 新 的 增 长
极。”一张蓝图绘到底，杨旭博在
发布会上创设了阳谷县产业发
展的美好愿景。

日益优越的发展环境

赋予了阳谷发展蓬勃朝气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聚
焦经济发展和群众需求，阳谷始
终高度重视环境建设，提高城市
品位、凸显城市魅力。近年来，阳
谷坚持改革赋能发展，完成省级
以上改革试点51项、承办省级以
上现场会36个，“党建+劳务合作
社”“智慧畜牧阳谷模式”全国推
广，阳谷被确定为“全省点菜单式
改革试点县”，改革环境不断提
升。

阳谷县扎实推进法治政府、
诚信社会建设，积极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深入实施“放管服”
改革，率先完成区域化评估、一业
一证改革，100个高频事项实现

“一次办好”，“交房即办证”“拿地
即开工”成为常态，营商环境评价
始终居于全市前列。

阳谷至黄岛港、日照港和霍
尔果斯班列稳定运行，雄商高铁
阳谷东站、东阿至阳谷高速公路
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推进，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高速“一横两纵”、
高铁“一横一纵”格局正在形成，
交通环境不断优化。

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铁
腕治污，2021年，阳谷县空气综合
污染指数4 . 77、优良天数255天，
分别居全市第1、第2位，省控、市

控河流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生态
环境得到了有序改善。

不断提升的城乡面貌

赋予了阳谷发展充足人气

阳谷县坚持落实“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这一理念，坚持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全面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建
成区面积拓展至33 . 37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7 . 1%。
城区道路形成“十二横十纵”交通
网络。聊阳渠生态文化湿地、谷山
公园等一批主题公园建成开放，
街头绿地、口袋公园随处可见。深
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
处理、天然气实现“镇镇通”，文化
广场、安全饮水、旱厕改造、胡同
硬化、快递邮寄等实现村庄全覆
盖。“今日的阳谷，处处见风景，人
人讲文明，83万人民在这里激情
创业、乐享生活”。

坚持高起点规划。阳谷县抢
抓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契
机，统筹划定“三区三线”。按照

“北拓、东跨、西延、南优”发展思
路，拉开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聚焦增强中心城区集
聚辐射带动能力，统筹抓好重点
片区、重要街区改造升级，构建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同时，积极抢抓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大战略和
雄商高铁阳谷东站建设等机遇，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打造一批具
有区位特点、产业优势的特色小
镇。

坚持高标准建设。按照“适度
超前、量力而行、有序推进”的原
则，阳谷县稳步实施路网畅通、绿
道绿园、回迁安居、水系优化、管
网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六大工
程。“尤其今年，我们筹措资金、集
中实施总投资10亿元的31条城区
道路提升工程，为历年来数量最
多、投资最大，建成后可全面畅通
城区交通网络、完善城市管网体
系，将有力解决交通拥堵、雨污混
乱、易淹易涝等问题。”杨旭博提
出，阳谷县在完善功能的同时，从

“精致”着手，科学布局“口袋公
园”、绿地“微景观”，打造一批标
志性特色广场、休闲街区、精品节
点，全面提升城区景观档次。

坚持高水平管理。阳谷县坚
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扎实推
进省级四星级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完善“城市大脑”功能、推进场
景应用，提升人性化、精细化管理
水平。常态化整治“十乱”，推进建
成区道路保洁、裸露土地和工地
扬尘治理全覆盖，营造秩序井然、
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当前，我
县正在积极创建“书香阳谷”和全
国县级文明城市，我们将着眼续
文脉、提气质，大力倡导全民阅读
和终身阅读，不断积淀“腹有诗书
气自华”的城市文化底蕴，持续提

高城市文明程度”。

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

赋予了阳谷发展雄厚底气

杨旭博介绍，阳谷牢固坚持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的执政
理念，综合运用县级领导接访、

“三遍访”、12345市民热线、“两代
表一委员”工作室、“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等方式，用脚步丈
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努力做
到民有所盼、政有所应。

坚持教育优先，新改扩建幼
儿园37处、中小学59处，城区“大
班额”化解、“全面改薄”圆满完
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54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3 . 8万贫困人口稳步
脱贫。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70%
以上，积极争取政府专项债券等
各类资金，全部投入到民生领域。

坚持“把钱用在刀刃上”，每
年集中财力至少办好10件群众高
度关切的大事、实事，群众满意度
评价始终居于全市前列。

持之以恒的作风提升

赋予了阳谷发展良好风气

党员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
精神状态、执行能力是决定发展
快慢的主要因素之一。多年来，阳
谷始终把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加快
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高标准开
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
广大干部锤炼党性、洗涤思想、提
升本领，打造了一批想干事、能干
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坚强干部队
伍，在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维护
稳定、防汛救灾等急难险重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旭博提出，
在近期的突发疫情处置过程中，
阳谷广大干部闻令而动、逆势前
行，扎实有序做好了封控消杀、流
调溯源、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等工
作，第一时间实现疫情稳控到位。

以战略眼光优化布局，以工匠
精神提升品质，以现代理念强化治
理，阳谷县正在着力打造有魅力、
有活力、有内涵的精致宜居城市。

4月21日，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阳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旭博表示，阳谷坚持以“争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聊城建设先行区”为目标，赓续奋斗、勇毅前行，面对聊城市委、市政府所提出的建设“六个新聊城”的宏伟伟蓝
图，阳谷县有信心、有干劲，事争一流、勇当先锋。

记者 陶春燕

市场监管涉及民生、保障
民生。2022年以来，聊城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按照“四个最严”要
求，重拳出击，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食安护佳节”和“3·15”集
中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了
市场监管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全力维护市场秩序，营造了
公平竞争、放心消费的市场环
境。4月20日，聊城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聊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申磊介绍了2022年两次
专项执法行动情况。

聊城市“食安护佳节”集中
专项执法行动期间，共检查食
品生产经营户57396家，发现问

题线索(条)5315条，当场责令整
改问题4273家，当场查封扣留
问题食品4755公斤，立案124件，
罚没款116 . 9万元；“3·15”集中
专项执法行动期间，全市系统
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54484人
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29391家，
当场责令整改问题企业4297
家，立案1901家，排查风险点777
处，已罚没款607 .8万元。

申磊介绍，聊城市场监管
部门坚持市县乡三级联动，集
全系统的监管力量在短期内倾
斜到一个点上，做到全系统“一
起干”，打“整体战”，出“组合
拳”，才能提高工作成效，实现
全面提升。

在这两次专项行动中，聊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动员全

员、全程参与，周密制定“食安
护佳节”和“3·15”集中专项执
法行动方案，成立督导组，采取

“四不两直”“交叉检查”的方
式，由副县级领导带队深入到
各县(市、区)，每县(市、区)检
查一个城区(驻地)、一个乡镇
(驻地)，分别检查4个业态不重
复的经营业户。各县(市、区)成
立交叉检查组，采取异地交叉
检查的形式，到指定县(市、区)
全部乡镇驻地进行检查，每一
个乡镇(驻地)分别检查4个业
态不重复的经营业户。各县级
局又成立乡村检查组，采取乡
镇(街道)交叉检查的形式，对
每个村庄(社区)经营业态进行
全覆盖检查。同时，畅通监督举
报渠道，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

与到专项行动中来。各级检查
组按照方案要求和责任分工，
上下联动，全覆盖检查，对不法
经营者形成了强大威慑，营造
了经营者不能违、不敢违的良
好氛围。

两次专项行动按照“四个
最严”要求，加大违法案件查处
力度，对检查中办理的案件，坚
持依法从严处理，并依法处理
到人，纳入信用系统。坚持查处
一起曝光一起，通过新闻媒体、
市局“聊城市场监管”微信平
台，主动曝光市场领域的违法
案例，对市场经营主体形成了
极大震慑，彰显了法治权威，推
动了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极
大地提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社
会影响力、公信力和引导力。

“倡导碳中和 布局元宇宙”4月
21日上午，由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联合仁和堂医药集团临
清市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举办
的“313家庭过期药品免费回收公益活
动”启动仪式在临清举行。

白云山聊城地区商务王令香和
仁和堂医药集团临清市百姓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王总给百姓大药店5家
门店授予“优秀永不过期药店”荣誉。
仁和堂医药集团临清市百姓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王总表示，广州白云山
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在药品回收
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为市民妥
善处理家中过期药品找到最优解。参
与药品回收活动的市民还可获得一
份礼品。

过期药品

回收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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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严管市场，聊城两项执法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立案2025家，罚没款超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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