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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秦绪杰 张玉萍

今年前三季度，日照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24 . 25亿元，增长14 . 4%，居全省第二位，分
别高于全国、全省6 . 9和6 . 4个百分点。其中，
大项目的快速推进成为日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的有力支撑。11月10日，在日照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日照市发改委对
该市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和促进投
资采取的主要措施进行了解读。

重大项目快速推进

前三季度，日照市大项目发展态势良好，
亿元以上投资项目413个，同比增加59个；完成投
资710 . 35亿元，同比增长14 . 4%。重大项目的快速
推进，对日照市投资的支撑和拉动作用明显，为
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提供有力支撑。随着“突
破园区、聚力招引”头号工程的实施，基础设施
投资力度加大，拉动作用明显。日照市道路、水
利、生态环境、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加
快，前三季度完成基础设施投资318 . 31亿元，同
比增长42 . 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8 . 2个百分
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 . 4%。

同时，投资加快向服务业调整，投资结构
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完成投资773 . 17亿元，

增长28%，快于日照市投资增速13 . 6个百分
点，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结构
进一步改善，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由去年前三季
度的2 . 4:45 . 5:52 . 1调整为今年的2 . 3:39 . 3:58 . 4。房
地产投资、销售同步发展，去库存效果明显，
日照市前三季度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32 . 75亿
元，同比增长19 . 9%，高于全省11 . 1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面积153 . 0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7 . 5%。截至9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3 . 29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21 . 4%，商品房库存消化速度
进一步加快，去库存成效显著。

筛选储备项目“早半年”

今年5月，日照市发改委代市政府起草了
《关于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的指导意见》，围绕
7个方面提出20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前半年
筛选储备项目、市县打捆推进PPP等创新性探
索，取得了较好成效。

本着“早半年”原则，提前筛选储备项
目，坚持干着今年、备着明年。从每年7月份
开始，就组织区县、园区、市直部门、国有平
台筛选提报下年度重点项目，尽快办理完善手
续，确保12月底前把“盘子”定下来，为项目
建设、对上争引、PPP合作等赢得主动。每年
确定100个左右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市重点项
目，分级分线包保推进。其中，市级项目每年

确定15个左右，由市领导包保，其他项目由区
县负责包保推进，通过压实区县、园区、市直
有关部门单位的责任，确保了项目投资按时间
进度落实。每季度都开展现场稽查，全程覆盖
管控服务，对项目真实性和可行性、手续办理
情况、资金到位情况、形象进度、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等做到“五必查”，并将困难问题汇
总，提交包保领导和部门研究解决。

以“选择日照”为主题，大力推进与大型
央企、百强民企、世界500强等战略合作，今
年开展了专项“三招三引”行动，以战略合
作、项目建设等形式引入优质资源。8月初举
行的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签约项
目32个，总投资1128 . 67亿元，涉及新能源、新
材料、医养康养、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领
域。同时，继续深化、扩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创新合作模式。目前，PPP项目库储备项
目70个，计划总投资857 . 6亿元，拟引进社会资
本714 . 8亿元，并创新提出市县项目打捆推进
PPP的做法，对区县层面难以单独推进的PPP
项目，由市一级牵头打捆、寻求合作。

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

日照市发改委副主任卢东磊介绍，虽然今
年前三季度日照市固定资产投资成果喜人，但
目前投资运行中还需重点关注民间投资增幅回

落较大、民营企业投资资金短缺等问题。1月-9
月，日照市完成民间投资下降4 . 6%，低于全部投
资19个百分点，分别比上半年、去年同期回落
2 2 . 7和19 . 2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57 . 7%，分别比上半年、去年同期回落3 . 7和11 . 5
个百分点。日照市银行新增贷款大多投放到国
有企业、政府投资项目，民营企业旺盛资金需求
远远得不到满足，明显影响了项目投资进度。1
月-9月，在建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增长8 . 6%，低于
投资增速5 . 8个百分点，其中，项目投资主要资
金来源的自筹资金仅增长1 . 2%。

同时，由于国家政策收紧，政府和平台公
司融资形势严峻。今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文
件，强化对地方政府融资监管，坚决叫停违法
违规提供担保以及通过扩大政府购买服务、政
府引导基金、PPP等方式变相举债行为。在
“防风险”大形势下，政府和平台公司融资渠
道将进一步收窄，这使大量政府负有提供责任
的项目面临较大资金缺口，制约了投资增长。

下一步，日照市将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对清单外行业、领域、业务等，支持各类市
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一视同仁对待各类市场
主体，在土地资源使用、政府资金安排、信贷支
持上保证民企与国企享受同等待遇。鼓励支持
民营资本通过出资入股、股权收购、股权置换等
形式，参与日照国企改制、重组，建立健全合理
分红制度，保障民间资本股东权益和地位。

亿元以上项目413个，撬动投资710多亿元

大项目成投资增长支撑点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王惠婷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6日，记者从日照机场获

悉，日照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东港区政
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日照空港新
区综合开发战略合作协议”。

日照机场、东港区政府与东旭集团将就产业
地产、产业金融、航空培训、航空商务、航空物
流、航空旅游等多个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共建日
照空港新区综合开发联合体，打造合作共赢、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提升日照空
港新区发展水平。据介绍，东旭集团成立于1997
年，总资产逾1300亿元。拥有三家上市公司、两
百余家全资及控股公司，业务遍及国内和主要欧
美国家，涵盖光电显示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石
墨烯产业化应用、新能源与环保、产业园区、生
态健康等产业。

空港新区综合开发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9日，以“相约日照、共

沐阳光”为主题的2017全国千家旅行社日照秋冬
踩线系列活动暨“中华旅业联盟”共推日照旅游
活动在日照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280余
家旅行社、自驾游协会、自驾游俱乐部的负责人
等参加活动。

推介会上，日照市旅游部门与旅游企业通过
播放宣传片、图文展览、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
式，向各地旅行商推介日照旅游资源与产品，特
别是“旅游富市”战略实施以来日照市培育的新
业态、开发的新产品。据了解，日照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与中华旅业联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日
照浮来青旅游度假区、万平口景区、平安国际旅
行社等旅游企业分别与多家中华旅业联盟成员单
位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中华旅业联盟预计2018
年将为日照市输送游客达5万人次。

截至目前，日照市已先后举办2017千家旅行
社日照踩线系列活动4次，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旅
行商1300余家。

“中华旅业联盟”

共推日照旅游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 . 3%，增速全省第一；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 3 . 2 %，税收占比
81 . 2%，速度和质量均居全省第一；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10 . 3%，增速全省第二；规模
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5%，增速全省第
一……11月11日，记者从日照市委十三届二次
全体会议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日照市经济稳
健回升的势头更加巩固，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
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照市主
要经济指标增幅领跑全省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日照加速度”将成为日照的鲜明标志。

扛起发展第一要务

加快“追赶、摘帽”

今年2月份，在两年来探索实践的基础
上，基于“沿海欠发达”仍然是日照的基本市
情，加快发展仍然是日照的头等大事这一判
断，日照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一个目
标、三个导向、五大战略”的总体发展思路，
为今后5年日照发展描绘了更加清晰的蓝图。
“一个目标”，是“十三五”末人均GDP赶上
全省平均水平、甩掉“沿海欠发达”帽子；三
个导向是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用人导向；五
大战略是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旅游富市、开
放活市、人才兴市。

在“一个目标、三个导向、五大战略”的
总体发展思路下，今年以来，日照坚定不移地
扛起发展第一要务，切实抓好“突破园区、聚
力招引”头号工程。1—10月份，全市共招引
落地产业项目327个，到位资金303 . 1亿元，其
中总投资过10亿元的项目18个。总投资40亿元
的中兴汽车新能源整车迁建项目落地开工，长
城新能源整车项目签署框架协议。山钢日照基
地一期一步进入投产倒计时，一期二步工程全
面启动，转型升级成效明显，1—10月份，实
现利润69亿元，同比增长643%。

截至10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
到670家，比上年新增24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招才引智和招科引技力
度，启动建设市科技创新综合体，加快创建国
家创新型城市。1—10月份，共招引高层次创
业人才、团队31个，高层次创新团队51个，高
层次创新人才513人；引进转化国内外先进技
术成果92项，合作共建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及服
务机构29家。

开放是日照最大的优势，日照的出路在开
放。今年来，日照按照“双港带动、多园支
撑、三外融合”的思路，聚力打造海港、空港
“两大龙头”。海港建设方面，在铁腕反腐同
时，成立高规格的港口整顿改革领导小组，在
日照港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港口改革发展工
作，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持
续推进港口内部结构、人事、薪酬体制等6项
改革，有效激发了港口发展活力。强力推进欠
款清收工作，已收回欠款57 . 2亿元。加快推动
港口转型升级，先后开通了日照—成都—欧
洲、日照—霍尔果斯—中亚、日照—凭祥—越
南集装箱国际班列和日照至澳大利亚、至中东
件杂货班轮航线、日照至东南亚集装箱航线。
1—10月份，日照港累计实现利税11 . 36亿元，
增长43 . 8%；利润8 . 5亿元，增长84 . 3%，预计全
年可实现利润10亿元，达到建港以来最好水
平；归属母公司的利润实现了10年来首次“由
负转正”，日照港初步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空港建设方面，新开通了到济南、杭
州、长沙等地的航班，日照机场通航点达到20

个，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将突破70万人次。空
港新区建设扎实推进，山太飞机工程即将竣工
交付，美国PA28飞机组装、空客模拟机研发生
产等项目加快推进，航空产业已具雏形。

日照将旅游业发展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
要领域，突出抓好龙头项目建设这个“牛鼻
子”。投资200亿元的东方太阳城项目已全面
铺开，投资7亿元的海洋公园已完成主体工
程，投资6 . 7亿元的东夷小镇已进入招商推介
阶段，投资44亿元的莒国古城项目地下管廊和
水系建设已全面开工，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改造提升工程已启动。1—10月份，全市共完
成旅游重点项目投资111 . 2亿元；新签约旅游项
目27个，签约金额369亿元。大力推进“旅游
+”融合发展，牵头成立“山海圣人”旅游联
盟，成功举办国际马拉松比赛、国际啦啦操精
英赛、第八届中国少儿合唱节、太阳文化国际
研讨会、迎日祈福大典、大青山国际太极拳大
赛等活动，日照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高。

日照还大力推进突破县域经济行动。上半
年，东港区GDP增幅在全省137个区县中居28
位，上升107个位次；岚山区GDP增幅居第2
位，上升103个位次；莒县GDP增幅居第3位，
上升44个位次；五莲县GDP增幅居第23位，上
升63个位次。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你追我赶、不
甘落后的喜人景象。

全面深化改革

着力祛病根激活力

今年以来，日照市创新实行改革发展重点
工作分线推进机制，将改革发展工作同部署同
推进同落实，有效强化了改革力量，释放了发
展潜力。目前市委深改组2017年工作要点确定
的243项改革任务中，已完成195项。其中，上
级部署的145项“规定动作”完成116项；日照
市主动探索创新的98项“自选动作”，完成79
项；新争引国家级改革试点8项、省级12项。

在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人事制度改革

迈出新步伐，职员制、绩效工资制改革在全市
5处省级以上园区全面落地。调整理顺日照高
新区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出台《关于举全市
之力加快高新区发展的意见》。今年前三季
度，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34 . 6%、28 . 3%。

在“放管服”改革方面，过去两年累计向区
县下放39项、向园区下放141项市级管理权限的
基础上，今年又分两批下放97项行政审批事项；
深化上市制度改革，在全省率先实施“35证合
一”，承诺办理时限压缩95%；探索实行了“容缺
办理+并联审批”制度改革，要件容缺率达到
53%，审图、评估、施工许可分别压缩到5个、35
个、40个工作日以内；创新建立重点项目专人

“代办”机制，位企业和群众提供全方位、全流程
“店小二”“保姆式”服务；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
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在莒县和日照开发区设立
行政审批局，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

日照还积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在全省率
先将党建工作写入市属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并
纳入考核分配体系，实现了党建工作与法人治
理结构有机结合。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市属国有企业二级企业中已有41家完成混改。
加快推动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等
工作，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妥善解决国有企
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截至9月底，市属国有
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23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30
亿元、利润14 . 8亿元，新增融资251亿元，按成
固定资产投资134亿元。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再造山清水秀美丽日照

生态，是日照最突出的优势。日照将“生
态立市”放到“五大战略”之首的位置，今年
以来，深入实施林水大会战、蓝天保卫战、清
清河流行动等重大举措，以重整山河的决心和
气概，再造山清水秀美丽日照。

在林水大会战中，持续实施“八大绿化工

程”“六大兴水工程”，两年已累计完成造林
投资26亿元，造林31 . 9万亩，林木绿化率达到
42 . 5%；完成水利投资40 . 6亿元，建成各类水利
工程3312项，城市日供水能力达到76万方，比
两年前翻了一番。

聚焦扬尘污染、燃煤污染、工业污染、机
动车船污染、面源污染等重点领域，日照深入
开展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全面打响蓝天保卫
战。1—10月份，全市“蓝繁天数”达到264
天，同比增加2天。前三季度，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74 . 5%，同比提升11 . 1个百分点，空气环境
质量优良率提升幅度全省第一，累计获得省级
生态补偿资金2493万元，居全省第二位。

日照持续实施清清河流行动，全面建立
“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制定《全
市清清河流行动实施方案》，规划投资54 . 97亿
元，实施河道治理项目92项，治理河流长度
1000公里。目前已完成投资20亿元以上，治理
各类河道295公里，建成各类拦蓄水工程144
处，“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愿景
正在加快实现。

日照还围绕争创全国绿色矿业发展示范
区，按照“禁采区关停、限采区收缩、开采区
聚集”的要求，依法依规对矿山进行综合整
治，全市36处违法矿山企业已全面关停，125处
矿点整合压减为12处。同时，加快推进矿山生
态恢复治理，昔日“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的
矿山开采乱象得到根本改观，“生态疤痕”正
加快修复。此外，主动开展环保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行动。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的
198件信访案件全部办结，共责令整改企业684
家、问责127人；省环保督察交办的324个环境
问题和市级环保督察发现的188个问题，已基
本整改到位。

记者从日照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体会议获
悉，今年，日照市斩获了一系列城市新荣誉，
捧得全国综治领域最高奖“长安杯”，夺得
“国家森林城市”金牌，成功通过“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验收，莒
县、五莲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续领跑

“日照加速度”将成鲜明标志

□栗晟皓 报道
已有4000多年

树龄的古银杏树是
莒县浮来山上的一
颗明珠，每到深秋
时节，游客纷至沓
来，金黄的银杏叶
在阳光下照射下越
发光彩夺目，微风
拂过，飘落满地金
黄，流金似锦。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张敬帅 报道
11月6日上午，巴拿马籍货轮“UNI Glory”

号在离日照港石臼港区约35海里处，一名船员在
机舱作业时大腿不慎被锯割伤。日照港轮驳公司
接到救援电话，迅速与边防检查站以及医院等单
位组成联合救援队伍，火速前往锚地与货轮在海
上指定地点接头会合。两个小时后，拖4轮将受
伤船员接送到了早在码头等候的救护车上。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8日，记者从日照市工商

局获悉，“日照市地理标志商标特色产品展馆
网”正式上线运行。这是该局开展“品牌兴市、
商标富农”战略的创新举措。

据了解，该网站汇集了日照市目前现有的27
件地理标志商标，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介绍了
每件地理标志商标的历史渊源、产品特质、生产
基地、龙头企业、主要产品等。通过该网站，群
众可以方便了解日照各地理标志商标特色产品的
特质、主要生产商和优质商品，有利于提高日照
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提升销量，达到兴
业富农的目的。

近年来，日照市工商局积极与地理标志商标
所有人和产品龙头企业协调联系，深挖地理标志
商标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统一指
导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宣传和策划，提升日照特色
“地标”应有价值,建设“日照市地理标志商标
特色产品展馆”及互联网站，打造我市“地标展
馆”搭建地理标志商标富农的平台。

日照市工商局还推动地理标志商标特色产品
展馆（实体展馆）建设，做到线上线下齐宣传、
共推动。

日照地理标志商标

特色产品网站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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