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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过去的一年，我市面对转方
式、抓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促转型的
艰巨任务，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预计全市生
产总值完成 2400 亿元，增长 6.7%；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145.2 亿 元 、 增 长
1.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800 亿元，增
长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980 亿
元，增长9.8%；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7.5%、8.6%。

新的动能稳步发力。协同创新取得重
大进展，15平方公里鲁南产学研协同创新
示范区拉开发展框架，浙大山东工研院、
北航机床创新研究院、北理工鲁南研究院
正式运营，中科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与
产业化基地等一批创新平台加快落地；全
市产学研合作平台、院士工作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达到165个，新引进“千人
计划”、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端人才 17
名。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进，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累计为企业减负20亿元，压
减煤炭产能 64 万吨，消化商业用房库存
50万平方米；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建设通过
国家验收，501 个村完成集体产权改革试
点任务；深化“放管服”改革，累计调整
市级行政权力事项1782项，市场主体发展
到 34.8 万家、增加 4.9 万家。对外开放力
度加大，新开工外来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以
上项目 151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98 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03 亿
元，万达广场、十电超超临界机组等31个
项目建成运营；青岛港在我市设立内陆港
区，预计全市进出口增长10%。

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工业提质增效，
工业技改完成投资超过 500 亿元，增长
15%；中材锂膜一期、丰元正极材料等项
目建成投产，煤基新材料、高端装备、人
工智能、锂电等新兴产业加速膨胀，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
高 2.2 个百分点；鲁南大数据中心一期建

成运营，互联网小镇入驻运营企业80家，
成功举办山东省第四届互联网大会和数字
中国 （枣庄） 峰会。服务业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至
45.3%；全市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4.2%。成
功创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市级以
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917 家，新增

“三品一标”66个，“厚道枣庄人、放心农
产品”品牌越叫越响。

城乡建设再展新姿。建成海绵城市
10.2平方公里，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6.1
公里；新城体育中心投入使用，碧水绕
城、南部路网等工程正式启动。开工棚改
安置房2.8万套，改造老旧小区108个。7
个镇列入国家和省特色小镇、重点示范镇
创建名单。建成美丽乡村872个，完成农
村道路“户户通”2690公里，改造农村旱
厕14万户。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庄里水库累计完成投资24.4亿元，大坝主
体工程和专项设施迁建加快实施；青檀路
公铁立交桥竣工通车，十电运煤专线启动
迁建，快速公交B6线、枣木高速东延、枣
菏高速、沂台线南延等有序推进；枣庄机

场完成规划选址；抽水蓄能电站、京杭运
河枣庄段航道升级等前期工作顺利开展。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20件惠民实事有
效落实，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74.2%。新增
城镇就业 4.5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3万人。大力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基
本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化解教育“大班
额”累计完成投资 57.5 亿元，开工校舍
216.4 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17.7 万个。全
市实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全覆盖。
创建成为省级文明城市，同步跨入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行列。成功举办市九运
会、枣庄国际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参加第
十三届全运会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重点攻坚取得突破。打好社会稳定攻
坚战，实现了“五个不发生”目标。打好安
全生产攻坚战，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打
好环境保护攻坚战，办理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转办件311件，依法关停整治“散乱污”企业
325家，“蓝繁”天数达到248天、较去年增加
39天。打好脱贫攻坚战，落实市级专项扶贫
资金1.1亿元，完成1.71万人减贫任务。打
好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守住了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记者 张运永）

聚焦创新驱动发展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

一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持续保持惩
治腐败高压态势，全市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党
内政治生态呈现新的气象。2017年，全市共接
受信访举报 3912 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2162
件，立案 1293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25
人，有力彰显了市委和市纪委以零容忍态度惩
治腐败的决心和担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坚定
支持和拥护。

严明政治纪律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

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

准则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行为；严肃处理对党组织
不忠诚问题，从严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等行为，坚决维护好、净
化好党内政治生态。市直某单位机关基层党组
织换届选举违反相关规定并向市直机关工委虚
假报告换届工作情况，市委巡察组在对该单位
巡察时，该单位又提供了虚假情况。市委巡察
组在对市直某单位巡察时，发现该单位部分领
导干部涉嫌以学习考察名义参观访友并报销费
用的问题，在深入了解过程中，该单位个别工
作人员故意造假欺骗巡察组。对以上两个单位
的问题，市纪委迅速安排相关纪检监察室介入
调查，并对两个单位的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给予

党纪和组织处理。
紧盯“关键少数”
铁腕重拳惩治腐败
把握政策、突出重点，严肃查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
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领导干部，将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作为重中之
重。坚持铁腕执纪、重拳惩腐，对“关键少
数”腐败行为进行精准打击，同时向“低处”
深挖，对相关线索进行兜底性严查，始终保持
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持续形成强大威慑。严
肃查处了市中区委原副书记、枣庄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原主任刘某严重违纪案件，刘某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对其进行纪律审查中
发现5名党员干部分别涉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等问题，也全
部进行了严肃处理，分别被给予党内警告、党
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等党纪政纪处分。

严格纪律标尺
坚决防止“纪不责众”
坚持用纪律尺子去丈量问题，对所有纪律

和规矩执行情况都要审查，对所有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行为都要监督，对所有违反纪律和规
矩的问题都要依纪处理。“一把尺子量到底”，
对每个问题线索、每个反映都严格按照谈话函
询、初步核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四类方式
进行处置，不搞选择性执纪， （下转Ａ2版）

持续加大执纪审查力度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审查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鸡年岁尾，农历狗年临近，市中区62岁的民间艺人阚
宗勤创作出“玉犬送金鸡迎新年”面塑作品，形态逼真，惹人
喜爱。 （孙杨 摄）

玉犬送金鸡

本报市中讯 去年以来，市中区深入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改造提
升传统动能，加快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品牌
创建、管理创新，全区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
著，目前“百项技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42.56亿元。

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市中区积极实
施了创新驱动战略。全区 50%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设立了研发机构，建成14家省级
以上研发平台；累计实施各类技术创新项目
65 项，15 项列入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5
个项目纳入第一轮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盘
子。

鑫泰水处理“新三板”挂牌进展顺利，
5家企业完成股份改制，在全市率先完成企
业股改年度任务目标。同时，全力培育新兴
动能。59 个区级重点项目现已开工 48 个，
完成投资 70.3 亿元。十电“上大压小”扩
建项目全面竣工投产。17 个项目纳入中央
和省政策扶持范围，累计争取无偿扶持资金
1.4亿多元。28家拟清理置换企业已完成19
家、达成清理意向 6 家，盘活土地 350 多
亩。 （孙守生 徐世东）

市中聚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薛城讯 去年，薛城区始终秉承让人民更幸福、让群众更

满意的工作理念，全力打好“四大战役”，做实民生实事，真
正实现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群众。

打赢就业创业“阵地战”。该区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
业培训、服务就业”工作机制，为3200余人提供创业帮扶服
务，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250余人。同时，积极开展特色养
殖、育婴师、电子商务等岗前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发展内生
动力。全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6期，培训人员达800余人次。

打赢绿色发展“保卫战”。该区全面落实河长制，与相关村
居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职能职责，细化工作任务，完成蟠龙河、
小沙河清淤疏浚3000余米，封堵河道排污口5处、清运河面漂
浮物600余车，拆除沿线违建房2000余平方米；全力落实环保
督察案件和各项治理任务，完成东丁社区垃圾收集站周边整治，
取缔非法养殖户6户，高标准整改和关停“小散乱污”企业。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该区坚持动态管理，及时了解并
详细记录贫困户生活现状、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信息，截至目
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78户、161人，全部实现稳步脱贫；将产
业发展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科学利用上级扶贫资金
47万元，全面完成各项扶贫项目建设，项目累计年收益12.78万
元，贫困户年人均增收1500元，脱贫攻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打赢“脏乱差”治理“歼灭战”。该区投资1200余万元，实施
清泉社区、站前小区样板打造，完成180余个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完成城市违建拆除107处，拆除违章建设面积1.5万平方米；
投资380余万元，完成北批市场停车场、仓储建设和改造提升；
投资1200余万元，完成古井、北一、张桥等村居道路硬化户户通
路面硬化20万平方米，城乡环境更加宜居。（孙守生 殷宪昊）

薛城打赢“四大战役” 做实民生实事

本报讯 1月22日，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市政大厦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梁宪廷出席会议
并讲话，副市长霍媛媛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张永刚出席会议。

梁宪廷在讲话中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坚
定决心推进脱贫攻坚。要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市新部署新要求，
强化看齐意识，准确把握脱贫攻坚面临的艰巨任务，保持战略定
力，认真分析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工作实效。

梁宪廷要求，要攻克重点难点，以更明确靶向推进脱贫攻
坚。要打好深度贫困区域攻坚战，坚决把“三个新增”的要求落
实到位，即新增脱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项目、新增脱贫攻
坚举措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要打好特困群众群体攻坚战，
大力推进保障性扶贫，坚持多管齐下，完善帮扶机制，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为全市解决特困群体脱贫问题提供更多可行方
案。要打好因户因人施策攻坚战，针对致贫原因“开药方”，
围绕贫困需求“下菜单”，充分尊重贫困群众合理意愿，找出
扶贫工作和群众意愿结合点，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聚焦精
准要义，以更高标准推进脱贫攻坚。要强化动态调整结果运
用，明确攻坚范围，及时调整帮扶责任人，做好动态监测。要
强化资金项目管理，巩固和深化大扶贫格局，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要夯实工作
责任，以更严实作风推进脱贫攻坚。要深入落实攻坚责任，切
实加强作风建设，全面加强监督问责，鼓励开展改革创新、营
造良好舆论环境，坚决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记者 李鲁）

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
梁宪廷出席并讲话

本报台儿庄讯 1月18日上午，台儿庄
区远程帮教会见系统正式启用。家住马兰屯
镇的王某，成为该区首位远程帮教视频会见
人员。

正在服刑的王某与家属通过远程视频见
了面，一家人十分激动，几度哽咽。通过会
见，王某表示一定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回归
社会。

远程帮教会见系统是创新帮教模式的有
益尝试。该系统具备会见登记、会见预约、
会见审批、会见控制等功能，在省内监狱服
刑的台儿庄籍服刑人员家属或常住地在台儿
庄的家属，依照《山东省远程帮教会见管理
规定》（试行），可以凭身份证和证明本人与
服刑人员关系证件的原件等材料到台儿庄区
相关部门申请远程预约会见。

远程帮教会见系统的运行，有效降低探
视人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节约社会
资源的一项民生工程，使服刑人员在狱内与
其亲属实现异地会见，避免因生病、行动不
便等无法会见的情况出现，有利于激发服刑
人员努力改造、早日走出“高墙”的信心和
决心。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马敏）

台儿庄实现首例远程帮教视频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