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梦 杨秀萍

刚刚过去的5年，是聊城砥砺奋进的
5年。驻足5年的节点回首来路，聊城沐
浴着十八大的春风，在逆势中前行，在
困难中跨越，闯过一道道关口，应对一
个个挑战，上下同欲，砥砺奋进，5年的
时间，这片87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
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数据显示，5年间，聊城市国内生产
总值（GDP）年均增速达9 . 6%，2012
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分
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2 1 4 5 . 6 5亿元、
2365 . 87亿元、2516 . 4亿元、2663 . 6亿元、
2905亿元。5年来聊城市实现GDP增加700
多亿元的跨越。

喜人的数字背后，是聊城致力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聊城上下牢牢把握加快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抢抓西部经济隆起带、中
原经济区、省会都市群经济圈等一系列
经济区域规划实施的战略机遇，在政策
对接中勇闯新路，在承接转移中转型升
级，在产业培育中抢占高端。

5年来，聊城上下牢牢把握改革创新
这个核心动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

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全市三次产业结构
由2011年的12 . 8∶57∶30 . 2调整为11 . 8∶49 . 5∶
38 . 7。粮食总产实现“十四连丰”，瓜
菜菌总产量保持全省第一；“三品一
标”产品达到1128个，是2011年的7 . 1
倍；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带动了全市69%的农户。与此同时，
聊城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全覆盖，打响了“聊·胜一筹 !”
农产品整体品牌，成功进入北京、上海
等地的高端市场。

与此同时，工业装备水平、创新能
力、产品质量也在大幅提升，信发、祥
光、时风、东胶、中通、鲁西等重点企
业的“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充分显
现，传统产业迈出链条式、集群化发展
的重要步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质量强市五方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聊城新增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3 7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比2011年提高13 . 6个百分
点。此外，聊城还大力发展商贸物流、
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文化旅游、信息
服务、健康养老等服务业，新业态、新
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

自然风光诗情画意，文化底蕴焕发

生机，美得自然、美得深沉、美得淳
朴、美得纯净，美出了现代感、时尚
感，也美出了回归感，成为了聊城百姓
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聊城致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城
乡环境和生态聊城建设实现了新提升。5
年来，全市完成住房和城乡建设投资
3000多亿元，市县城区建成区面积达到
300平方公里，比2011年增加90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 . 5%，比
2011年提高10 . 3个百分点；建成中华水上
古城、徒骇河滨河大道、城市外环道
路、生态水系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实
施城中村改造项目440个，房屋征收面积
2827万平方米；加强城市道路、供水、
供热、供气、治污、公交等基础设施建
设；城乡环卫一体化、小城镇提升、路
域环境提升、农村改厕等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建成新型农村社区510个；新增
造林64 . 6万亩，林木绿化率比2011年提
高5个百分点。继2009年之后，又连续
两次代表山东省迎接国家海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考核，均取得全国九大流域第一
名的好成绩；大气环境质量连续3年提
升改善。济邯铁路扩能改造全面完成，
高邢高速、德上高速、济聊一级公路聊
城段建成通车，莘南高速、青兰高速开

工建设，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快速交通
圈。

5年来，聊城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迈出
了新步伐。全市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3277元和11387元，是
2011年的1 . 6倍和1 . 7倍。新增城镇就业
32 . 2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8 . 7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 13%以内。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居民医保财
政补助、失业保险、城乡低保、农村
“五保”等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基本社
会保险覆盖率达到87 . 5%。开工建设城镇
中小学9 9所，投入2 0多亿元，“大班
额”问题有效解决；“全面改薄”工程
投入27亿元，开工面积174万平方米；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施，市县公立医院
改革全面推进。建设棚户区改造回迁安
置房10 . 8万套，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4 . 5
万套。改造农村危房3万户，新建、改造
农村公路6830公里，59万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精
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640万聊城人民怀揣“宜居宜业宜
游”新聊城的美好愿景，正在酝酿着下
一次出发。

快速而不失稳健，开拓而决不冒进

有一种美丽，叫奋进的聊城

□ 本 报 记 者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席真

日前，40岁出头的张明今年回到家
乡，竟然认错了老家聊城市东昌府区
侯营镇的路口。张明研究生毕业后就
留在了上海，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十
五六年。因为父母还在老家，他每年
回家的次数少则两次，多则三四次，
但是每次来，都能感受到家乡悄然变
化。

自从“五环”工程新外环路竣工通
车之后，张明下了火车到老家侯营镇，
只需要十几分钟。“新西环就修在家门
口，原来觉得老家距离城区挺远，现在
路修好了，车程短了，也觉得距离近
了。”张明说。不止是城区外环路修得
好，聊城今年开工建设了大外环工程，
该项目全长122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
长，概算投资40亿元。

那天开车回老家走错了村子，竟是
因为路修得太好。“我下了火车借了

亲戚的车回老家，聊郑路笔直平坦，
加上车速也不慢，一个不留神，就开
到了西边邻村的路口，我一看又赶紧
掉头。现在路都修到了胡同里，道路
宽敞通畅，开车也觉得心气儿顺。不
像前几年，进村坑坑洼洼的烂路，啥
车 都 不 好 走 ， 遇 到 下 雨 天 一 身 泥
水。”张明高兴地说。今年，东昌府
区开展了农村道路改造提升三年会战
项目，第一年路就修到了张明所在的
村里。

五一假期，张明在聊城城区，惊喜
地发现街头出现了统一的公共自行车，
他的亲戚把自己的水城通卡借给他使
用。小小的一张卡，能乘公交车，也能
骑公共自行车。不过这次张明回家，又
有了新发现，聊城城区开通了水上巴
士，五块钱一张票就能坐船沿大运河城
区段游览一次。

今今年年1100月月份份，，西西关关街街西西延延和和湖湖南南路路
西西延延两两个个项项目目即即将将通通车车，，张张明明打打算算春春
节节期期间间带带着着爱爱人人、、孩孩子子回回老老家家过过年年。。

游子认错了回家的路

□ 本 报 记 者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席真

9月17日，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
王卷帽社区服务中心内一处书店环境幽
雅，氛围安静，书店内读者正在专心地
看书。这是新华书店在社区开设的第一
家分店。

据工作人员介绍，整个书店面积约
100平方米，有文学类、科技类、生活类、健
康类等市民阅读兴趣较高种类的图书近1
万册。“我们是与王卷帽社区合作，免费使
用这间门面房，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盈利，
而是给社区居民提供一个阅读的场所。”
据了解，这也是新华书店进社区开展的试
点活动，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开设
新华书店分店，方便周围居民阅读。

王卷帽社区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孙
庆说，“我们社区原来也有图书室，但
是很多社区居民都不知道，并且图书室
的图书更新换代不是很快，有些图书可
能不大符合居民胃口，现在与新华书店

合作，把更新的图书送到居民身边，不
管来这里买书还是来这里看书，我们社
区和书店的目的就是为居民提供一个良
好的阅读环境，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孙庆说。

城市居民在书店阅读的同时，农村的
居民也跳起了广场舞。9月19日，“文明东
昌、舞动乡村”东昌府区第七届全民建设
运动会健身舞大赛道口铺赛区热闹非凡，
前来观看比赛的村民把东昌府区道口铺
街道高马村广场围得水泄不通。

道口铺街道道口铺村村干部李连芳
是这个村广场舞队的领队。据李连芳介
绍，道口铺村从六七年前就开始自发组
织广场舞活动，除了农忙时节和天气不
好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会自发聚集到
村委大院，由活泼积极动作熟练的李庆
英教给大家动作，为了鼓励村民跳舞，
道口铺村村支书郭汝河甚至自掏腰包为
广场舞队购买音响、服装等物资。2015
年，道口铺街道被评为全国全面健身示
范乡镇。

社区洋溢书香 乡村农民劲舞

□ 本报记者 高田

本来要“逃离”鲁西的女博士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2017年的这个夏天，博士研究生刚毕业的孙娟经过再三衡

量，终于把工作定在了聊城大学。
吸引孙娟的不只是聊城大学的工作岗位，更有聊城宜居的生

活环境。
“以前，夏天城区容易发生内涝，红色三轮车在街上横冲直

撞还经常宰客，车屁股冒黑烟的公交车敞着后盖在路上奔跑。”
孙娟说，“今年发现完全不一样。整个夏天虽然雨水不少，但是
城区道路没有再看到雨水淹路的情形，红色拉客三轮车也不见
了，交通秩序改善了不少。路上的公交车全部换成了环保的新能
源汽车，出行十分方便。”

去年，聊城市新建改建城市道路192 . 6公里，建成污水处理厂4
家；开工建设综合管廊6 . 9公里，建成4 . 2公里。未来聊城市将按照
统一规划、适度超前、配套衔接的原则，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加大人防、城市综合管廊等
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实施既有路面城市电网、通信网络架空线入地
工程。市新建道路、新区和集中连片的旧城改造地下管网将按照综
合管廊模式开发建设，加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排水防涝设施建

设，提高防洪排涝能力，逐步实现雨污分流和电网入地。推动
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系统建设，至2020年实现城区污

水全收集、全处理，再生水回用率达40%以上。
去年，中心城区实施了供暖“汽改水”工

程，新增供暖面积244万平方米。
新增纯电动公交车220辆，

实现节能环保车全
覆盖。

想“逃离”的博士留下来了

①聊城市构建书香社会，阅读蔚然成风。□朱洪光 报道
②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河湖一体的城市格局，让人流
连忘返。 □林虎 报道
③聊城美女的旗袍秀，人面荷花相映红。 □孔政 报道
④联合收割机茌平县贾寨镇张明扬村的麦田里收割作业，
丰收在望。 □赵玉国 报道
⑤华灯初照新水城---江北水城全景。 □林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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