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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全力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本报嘉祥讯（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王

谦）2017 年，嘉祥县重点围绕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城
镇建设，提升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全力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扎实推进县域
经济跨越发展。

紧盯项目建设，加速产业提升。嘉祥县
以项目一线为主战场，按照分线作战、专班
推进工作机制，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
工业经济、城镇建设、文化旅游、农业发展、
保障落实 5 条工作线，每条工作线下设若干
推进组，全力推进去年初确定的 115 个重点
工程项目，目前 91 个项目按时间节点推进、
占 79%，其中 22个项目快于时间节点任务、
占 19%，阳光科技高档颜料及中间体、晶华
日化、嘉祥锦泰木业等投资过亿元项目建成
投产，益大新材料、盈和科技、装备式住宅产
业化基地等一批牵动性产业大项目正加快
推进。紧盯上级投资政策导向，加强项目策
划包装储备，325 个项目列入省市扶持计
划，到位资金 18.4 亿元。把产业园区作为项
目建设、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成立了开发
区投资公司，启动了生物产业园省级化工园

区认定工作，全面铺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立足煤炭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规划建设了
梁宝寺新材料产业园。

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培育农业
新产业，提升农业发展新动能，厚植农业发
展根基，重点做好四篇文章。做足规模化文
章，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
度规模经营。目前，全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47 家，注册农民专业合
作社 1326 家、家庭农场 365 家。做好品牌
化文章，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坚持“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培育出明豆细长
毛山药、狼山沙窝西瓜、武翟山金太阳杏、
朵云清嘉菊、嘉紫大蒜、华生祥葡萄等一批
特色地方名优农产品。做优特色化文章，持
续做大做强种业，目前全县规模农作物种
子企业达到 12 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
28 个，年种子交易额超过 10 亿元，争取了
农业部第一批大豆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项目，圣丰种业荣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做实标准化文章，高标准

建设省级标准化基地 13 个、市级以上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47 个，嘉祥县种羊场获
授首批“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 33 个。同时，不断加快推进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引进总投资 13.8 亿元
的新希望六和畜禽产业集群项目，形成了
集畜禽养殖、熟食加工、冷链物流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条。指导阳光农科、祥谷石磨、天
成玉米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积极开展融合试
点项目，在产业、企业、合作社多个层面上
开展试点，推进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
供应链相通“三链重构”，形成了高效农业
特色化、特色农业规模化、规模农业产业化
的嘉祥特色。

拉开发展框架，加快城镇建设。全力推
进城乡联动一体发展，完善城市总体规划、
嘉北片区发展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抓
住山、水、绿三大要素，着力打造“文化为魂、
山水相映”的特色山水城市。2017 年确定实
施的总投资 188 亿元的 62 个重点城建项
目，有 11 个项目提前时间节点完成。立足
“生态新城区、济宁西花园”定位，大力实施
嘉北新区建设、老城区改造提升及设施配套

等重点工程建设，不断增强城市辐射带动
力。目前，嘉祥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24平方
公里，城镇人口达到 30.7 万，城镇化率
38.5%。持续开展镇街驻地整治“四个一”工
程，确定了 11 个驻地开发项目，小城镇辐射
带动力和集聚吸纳力不断提高。以美丽乡村
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实施农厕改造 3 万户，
集中打造了万张、卧龙山等 6 个示范片区和
5 个省级示范村、5 个市级示范村、17 个县
级示范村。投资 30 亿元全面展开嘉北新区
8个整体村庄的棚改布局，目前，8 个村的拆
迁全面完成，7000 余户的回迁安置正在建
设。同时，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通过 PPP 模式
大力实施县乡道路路网提升工程，被确定为
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基本形成以县
道为骨架、乡道为支线、村道为脉络的农村
公路网络体系，实现了国省干线以及城市道
路的对接互通。

政策叠加扶持，破解关键问题。始终坚
持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简便快捷
优质高效的服务，坚决整治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下转 2版）

全市公安机关
全力保障村和城市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王一哲）我市村和城市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严厉打击各类破坏和危害换
届选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全市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组
织、纪委、民政等部门，扎实做好基层换届选举期间的审查摸底
工作，对受过打击处理人员参选的，进行有无现实违法犯罪的审
查，主动提供情况，及时予以甄别，到目前已资格审查 7800 人，
筛查出不符合参选条件人员 2731 人。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
联动，参与做好换届选举警示教育工作。安排充足警力维护选举
现场秩序，截至目前，已依法查处 12 名干扰破坏换届选举工作
的违法人员，维护选举现场治安秩序 243 场次，悬挂横幅 1101
条，积极配合乡镇（街道）开展集中宣传 350 场，进一步增强群
众守法意识，引导群众依法履行权利和义务，保障村和城市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开展“食安护佳节”行动
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本报济宁讯（记者 朱雪梅）2017 年 12 月 30 日上午，元

旦假期第一天。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安护佳节”行动流通
环节工作小组进行节日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广大市民节日
食品安全。

在城区吉祥农贸市场、新华路农贸市场便民疏导点、沃尔玛
超市神道路店和城乡结合部食品店等食品经营场所，执法人员
重点检查了肉制品、奶制品、酒、蔬菜等节日消费量较大的食品。
此次检查，共检查各类食品、食用农产品经营业户 12 家，对个
别业户存在的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问题进行了责令整改。
检查中未发现经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问题食品行为。据执法
人员介绍，同样的节日食品安全检查，全市各县（市、区）都在同
步进行中。

据了解，为保障全市人民元旦、春节、元宵节期间的食品安
全，我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3月 5日期间开展“食安护佳节”行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规
范行为，落实主体责任，提高节日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行动期间，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基础上，将结合节日特
点，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庙会灯会等重点区域，集中交易市
场、大中型商超、餐饮聚集区（城市综合体）等重点单位，酒、肉、
乳制品、食用植物油、蔬菜等重点品种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增加
监督抽检批次，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着力
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获得感，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气氛。

文明就是
身边的风景

■本报记者 徐斐

元旦假期，我市各景区、商场、街道人
头攒动，处处洋溢着祥和气氛。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文明已在我们的城市蔚然成风，大
家都认为，文明也是风景，咱们都该尽一份
力。

假期第一天傍晚，我市各条主干道车
水马龙，十分繁忙。记者看到几乎在主干道
的每个路口都有一些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他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点
滴付出传递着爱心和温暖。志愿者孙大姐
告诉记者：“路上的人多车多，用我们的行
动能让大家平安出行，我们感觉很值得！另
一方面，现在行人车辆也都很自觉，不文明
的行为很少了！”

在贵和购物中心，商场的志愿者们对
在非吸烟区吸烟的顾客进行劝导，顾客在
志愿者们的劝导下都纷纷表示不再随意吸
烟，并感谢志愿者的善意提醒，还表达了对
志愿者们的赞赏。在饭店吃饭时，记者发现
周围的顾客对没有吃完的饭菜都选择了打
包带走，给随行的孩子们做了勤俭节约的
好榜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的
需求也不断增大，不管是出去旅游还是在
本地消费，文明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文明行
为看似小事，但都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美丽
的风景。文明有序的环境需要我们的共同
努力，大家只有将文明意识内化于心，才能
传播文明出行的正能量。

圣地水歌奏华章
———2017 年全市现代化水利建设提质增速

■本报记者 唐修岳

水利兴则民兴。2017 年以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水利民生事业，把发展水利提
升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和身体健康
的战略高度，真抓实干、积极作为，规划实施
了多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据相关统
计，目前已完成水利建设项目 101 项、投资
28.77 亿元，其中省以上投资项目 84 项、总
投资 18.68 亿元，分别占比 83.2%、64.9%，
圆满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泗河综合开发取得新突破。防洪堤防主
体全部完工，累计新筑加固防洪堤防 140.7
公里、完成筑堤土方 1869 万立方米，如期实
现泗河全线防洪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任务目
标。示范段堤顶交通道路工程顺利启动、加
快推进。规划实施的拦河闸坝工程前期工作
全部完成，其中 4 座纳入省级雨洪资源资金
补助范围，分别获得工程投资 20%的资金补
助，目前曲阜泗滨、邹城横河、微山于庄 3 座
拦河闸坝如期启动实施。

重点防洪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总投资

15.99 亿元的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南四湖
片治理工程年内如期开工建设，工程实施将
全面提升南四湖周边 8 县（市、区）农业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省级雨洪资源利用补助项
目贺庄水库增容工程如期完成，完成投资
2.3 亿元，新增水库兴利库容 2691 万立方
米，相当于 1 座中型水库规模的库容。纳入
国家中小河流治理规划、总投资 3.64 亿元
的梁山县郓城新河、济宁市洸府河、金乡县
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工程 5 河治理顺利推
进。世行贷款平原洼地治理、进一步治淮洙
赵新河治理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累计完
成投资 3.2 亿元。

现代水网工程建设成果丰硕。坚持当
地水、黄河水、长江水“三水”联合运行调
度，圆满完成南水北调干线工程 2016—
2017 年度调水任务，从省界调引长江水
8.89 亿立方米，地方续建配套工程圆满完
成并成功试通水，兖州区、曲阜市、邹城市
和济宁高新区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首批
“分红者”。科学合理调配区域水资源，总
投资 2.99 亿元的济宁市引汶补源水系连通

工程完成立项批复，鱼台县滨湖水库工程
开工建设。特别是努力把采煤塌陷形成的
城市 “伤疤” 变成彰显城市形象的 “名
片”，利用采煤塌陷地建设平原水库工程规
划编制完成，规划新建平原水库 12 座，总
蓄水能力达 1.22 亿立方米，相当于平地而
起一座大（二）型水库，其中，任城区孟宪
洼水库已经开工建设。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持续强化。超额完成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 3653 个，占计划的
103%。去冬今春农建完成投资 21.4 亿元，
占计划总投资的 45%。全市新增、恢复灌溉
面积 20.8 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32.68 万
亩，改善灌溉面积 101.7 万亩，农田灌溉水
利用系数达 0.64 以上。

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为切实
提高我市农村饮水安全水平，加快推动城乡
供水一体化发展，提高城乡供水安全保障能
力。2017 年，我市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和广
泛的考察学习，编制完成了济宁市城乡供水
一体化 2018—2020 年工程三年规划方案，
计划实施跨区域调水、水源置换、新建改建

水厂、延伸供水管网、村内供水工程提升改
造等工程建设，努力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程估算投资 63.7 亿元。目前，城乡供水一
体化工程试点工作在嘉祥县如期启动、成效
显著，已顺利完成 12个镇街 160 个村村内
管网建设，铺设村外主管道 406 公里，解决
了 17.6 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河长制全覆盖带来治水新格局。2017
年以来，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目前已实现
全市乡级以上管理的 539 条河道、312 座水
库及南四湖全覆盖，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
共 6187 名。同时，我市率先在全省出台河长
制工作问责办法，从制度上明确了“问谁责、
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等问责操作实践。
此外，创新性开展了党员爱心护河行动，大
力推进河湖问题排查、专项实施方案编制、
“清河行动”等基础性工作，共整治违法建
筑与违法活动 5802 处，安装河长公示牌
3820 处，编制 223 条河湖“一河一策”方案
和 117条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河湖管
理和保护范围划界方案，南四湖非法采砂实
现“清零”。

创城为民，民创民享。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我市立足为民创建，让环境
更加美丽，让交通更加通畅，让生活更加便利，使创城真正成为了一项造福百姓的
民生工程。图为环境宜人、秩序文明的新世纪广场。 ■记者 杨国庆 摄

我市 10家企业
获制造业单项冠军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杨兆锋 通讯员 王晓华）记者从市经
信委获悉，在工信部近日公布的第二批全国 71个制造业单项冠
军名单中，我市如意集团榜上有名。在日前省经信委公布的首批
7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中，我市 7 家企业脱颖而出。截
至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家，山东省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 7家。

我市入围工信部公布的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两家企业分
别是：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和单项冠
军培育企业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入围首批山东省制造
业单项冠军的 7家企业分别是：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
司、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济宁
兴隆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大华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数量居全
省第 5位。

2017 年国家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首批山东省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评选活动，是国家工信部和山东省经信委分
别在全国和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的，旨在引导企业长期专注于
细分产品市场的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促进单项冠
军企业进一步做优做强，带动和培育一批企业成长为单项冠军
企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市经信委
按照有关通知要求，积极组织发动，对辖区内有可能达到示范
企业、培育企业条件要求的制造业企业进行摸底统计，择优申
报，成果丰硕，充分彰显了我市制造业的实力水平，对鼓舞企业
士气，提振企业信心，提升我市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速产业向
中高端迈进，引领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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