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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艳 通讯员 毛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发改委县

域经济处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县域经
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前
三季度，全省县域实现生产总值49927亿元，
同比增长 7 . 4 %，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
89 . 3%。

财政收入增速趋稳。全省县域实现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3770亿元，同口径增长8 . 1%，
与上半年增速持平，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 . 1个百分点，占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
达80 . 3%。

税收收入回升明显。全省县域实现税收
收入2839亿元，同口径增长10 . 4%，增速同比
提高3 . 8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5 . 6个百分
点，占全省税收收入比重达83 . 9%。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全省县域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35908亿元，同比增长8 . 1%，增幅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0 . 1个百分点，占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达90 . 2%。

在县域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城市中心
区经济也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全省20个城市
中心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 . 8%，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同口径增长8 . 4%，税收收入同口径增
长9 . 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 . 4%，税收
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80 . 4%，高于全省县域
平均水平5 . 1个百分点。

从各市看，有9个市的县域生产总值增幅
超过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其中日照、青岛两
市增幅超过9%；10个市的县域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日照、莱
芜、德州、威海、济南5市增幅超过10%；10
个市的县域税收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县域平均
水平，其中日照、莱芜、济南3市增幅超过
15%；9个市的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全
省县域平均水平，其中济南、日照两市增速
超过15%。

从各县（市、区）看，有74个县（市、
区）生产总值增幅超过全省县域平均水平，
其中日照岚山区、青岛黄岛区、济阳县、莒
县4个县（区）增幅超过10%；68个县（市、
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幅超过全省县域平
均水平，其中日照岚山区、惠民县、无棣
县、巨野县等13个县（区）增幅超过20%；68
个县（市、区）税收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县域
平均水平，其中日照岚山区、巨野县、惠民

县、莱芜钢城区、郓城县、淄博博山区、无
棣县 7个县（区）增幅超过 3 5%； 8 9个县
（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全省县域
平均水平，其中济南历城区、济阳县、济南
章丘区、济南天桥区等11个县（区）增幅超
过20%。

从重点经济区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西部经济隆起带四个区域县域经
济各项指标情况是：生产总值增幅分别为
7 . 1%、5 . 9%、7 . 7%和7 . 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增幅分别为8 . 3%、7 . 1%、8 . 8%和6 . 9%，固定资
产投资增幅分比为5 . 3%、4 . 8%、10 . 9%和
10 . 2%，税收收入增幅分别为9 . 5%、6 . 4%、14%
和8 . 7%，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4%、
72 . 6%、77 . 2%和74 . 4%。

县域经济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三季
度，各县(市、区)面对当前经济运行形势，迎
难而上，多措并举，不少工作取得新突破，
呈现新局面。据介绍，济南、潍坊、枣庄县
域经济发展成效较为显著。

据了解，济南市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
展，将县域经济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核，创新城区帮扶县域支持方式，2017年
集中帮扶资金超过1亿元。前三季度，济南县
域经济生产总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税收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8 . 7%、
10 . 2%、17 . 9和21 . 2%，主要指标增幅均居全
省前列。

潍坊市通过推进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
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强化特色发展优
势，前三季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海洋动
力，新能源汽车等六大新兴产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利税分别增长17%、33 . 9%和
37 . 2%。其中，海洋动力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利税分别增长 3 6 . 2 % 、 8 3 . 3 % 和
85 . 1%；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增长19%和44 . 9%。

枣庄市为全面增强县域自主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实现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印发
了《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试点建设工作的
意见》，选择3个区、10个镇以及30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作为试点，整合优化县域创新创业
资源，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
形成县域创新创业新热潮，加快培育新动
能、发展新经济。

前三季度我省县域生产总值近5万亿元
同比增长7 . 4%，发展质量明显向好

□ 本 报 记 者 周艳
本报通讯员 李峰

11月29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有500
吨高青大蒜的中欧班列从淄博保税物流中心
集装箱场站缓缓驶出。它将经由新疆阿拉山
口口岸开往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这
列火车全程运行 5 5 9 3公里，预计 1 0天到
达。”500吨大蒜的主人、高青英家园合作社
负责人张良学介绍说。

在这之前，张良学的大蒜曾向日、韩出
口，“淄博号”中欧班列开通后，张良学合
作社里的产品实现了“全出口”。他说：
“这批大蒜在淄博的价格不到2块钱一斤，而
本次与客商签订的协议价是4块钱一斤，产品
一出口价涨了一倍。”

与张良学合作的客商是山东青界生物降
解材料公司经理张鑫玲，她就因为看中了张
良学的大蒜品质进而对整个高青的优质农产
品产生了深厚兴趣。前段时间，张鑫玲和团
队来到高青县实地察看该县农产品的品质及
生产管理情况。在芦湖街道寨子村的西红柿
大棚里，新村合作社理事长李新村从柿子树
上摘下一个柿子让她尝，她直赞“好吃”。

“咱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比咱柿子
好的还真挑不出几个。”李新村说。

张鑫玲问：“你的柿子往哪销？”
“以前在本地，现在卖到了张店城里。

价钱是七八元一公斤。”
“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柿子，只卖个

‘地板价’。要是销到欧洲，起码能翻一
倍。”被柿子的口感“征服”后，张鑫玲团

队计划将包括高青西红柿在内的高青优质农
产品通过中欧班列端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民众餐桌。

高青县地处北纬37°17的黄金纬度线
上，三面环水，生态单元独立，独特的地理
环境成就了高青农产品的优秀品质。高青县
农业局局长张洪耀说，现在高青农产品中已
有19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商标。过去他们的
农产品基本是提篮小卖，好品质没有在价格
上体现出来。这几年，他们创成出口农产品
先行示范区和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县，通过“互联网+”及与外贸公司联
系，加大了对外销售力度。预计今年对外销
量近百万吨，其中蔬菜60万吨、粮食30万
吨，创造产值30多亿元。

在田镇街道莱德农业公司，工作人员将

刚摘下来的黄瓜等农作物进行检测，将检测
结果上传到省农业厅，随后省农业厅为它们
生成二维码。

记者拿过一张二维码用手机一扫，带有
该产品的所有信息立马呈现出来。公司王经
理说，下一步，他们将委托省城一家公司制
作互动二维码，通过“扫一扫”，消费者还
能看到生产管理的实时画面。

为做好农产品出口文章，该县成立了专
门的办公室，统筹解决农产品出口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之前，高青大米因为存在商标滥
用导致出口受阻，该县专门授权一家有实力
的大公司独家使用“高青大米”商标，品牌
保护取得成效。眼下，高青大米通过电商远
销北上广深，并通过五丰行公司打进了香港
市场。

□张炜 孙娌娜 杜文景 报道
本报邹平讯 前不久，山东弘亚导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新三板上市挂牌。这
是邹平县高新街道继山东奇创铝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之后，第二家上市的涉铝企业。

位于涉铝产业主战场的高新街道，不断拉
伸延长铝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集群化水平，争
做涉铝产业集群先锋。一方面，进一步做大做
强原有5家涉铝骨干企业，鼓励他们扩大生产
规模，拉长延伸产业链条，直接面向市场，发
展终端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积
极发挥党委、政府的公共服务作用，在涉铝企
业发展上，尽可能地提供土地、资金、基础设
施等便利条件。同时，加快提升涉铝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鼓励涉铝企业加大与科院院校的产
学研合作，创新服务方式，整合优势资源，搭
建产品研发、技术攻关、信息发布一体化发展
大平台，提高市场竞争力。

为优化行业结构，推动产品转型，山东弘
亚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新上年产9

万吨合金导体材料项目，投资7500万元，占地
15亩，新建生产车间及原材料库、成品库等配
套设施，新上国内最先进5系合金铝导体生产
线2条以及熔炼炉、校直机等配套设备合计115
台（套）。项目已经由县发改局立项，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超过10亿元，利税超过3000万元。

“经过几年的试生产、调试设备，目前我
们产能已经能达到月产1000吨左右的水平，潜
力依旧很大。”近日，山东奇创铝制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龚志宇介绍。该公司由邹平县鑫利源
铸造有限公司与上海奇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共
同创立，“从上海来到邹平，看中的就是咱们
邹平铝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巨大前景”。

据了解，鑫利源铸造有限公司，过去是一
家主要生产铝棒、铝锭等传统产品的企业，能
耗高、附加值低。经过高新街道的牵线搭桥，
该企业与奇创公司达成了合作。奇创铝制品有
限公司依托邹平县铝产业蓬勃发展的资源优
势，与鑫利源铸造有限公司互补互济，在科技
创新、运输物流、节能减耗等方面大胆革新，

逐步构建循环产业体系。
从上海到邹平，奇创的整个产业能耗有了

巨大的变化，每一吨用气方面，能够降低40%
左右，跟上海相比，电力消耗也降低了30%左
右，总成本下降达25%左右。

生产成本的降低是一个基础，而鑫利源和
奇创的循环经济体系更是为企业注入了极大的
活力。鑫利源生产的铝棒是奇创的基础材料，
而奇创生产铝合金及铝圆片产生的下角料将被
鑫利源铸造回收再利用。两家企业位于同一个
铝产业园区内，极大地节省了物流运输费用，
有效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较好地形成了铝产
业循环体系。

下一步，高新街道在突出依靠本土企业
“内生”发展的同时，将不断创新发展思路，
突破传统发展格局，逐步构建涉铝产业公共服
务平台，充分吸引铝业加工、贸易、服务企业
集聚，全力打造涉铝产业研发、服务、孵化平
台，为邹平县2000亿级涉铝产业集群的打造注
入强劲动力。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邱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从日照市发改委了解

到，今年1—10月，日照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506 . 61亿元，同比增长10 . 4%，增幅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3 . 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
位，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日照市35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27个行
业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为77 . 1%，增长面与
前三季度基本持平。其中，钢铁行业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完成产值618 . 23亿元，同比增
长73 . 0%。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装备制
造业实现增加值140 . 87亿元，占该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27 . 8%，比前三季度提高0 . 2个
百分点。

大蒜、西红柿等搭上中欧班列

高青农产品越来越“外向”

又一家涉铝企业上市

邹城铝业小镇规模初显

郯城县海通黑小麦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6000亩，建立了黑小麦有机种植基地，采取“合作社+扶贫户+家庭农场”种植模式，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并建起了“石磨作坊”，吸收20多人成为“车间工人”，生产的黑麦面粉纯天然、无任何添加剂，远销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每斤售价
13元。

□张乐民 杜文景 报道
“小石磨”助力脱贫增收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翟慎安 报道
11月28日，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马家庄

村，6000立方米的塘坝正在施工中。
入冬以来，西河镇抓住冬季农闲有利时

机，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全镇今
冬明春计划总投资1200多万元，重点建设6项
农业重点工程。截至目前，已投入400多万
元，新建塘坝1座，新修生产路16公里，灌渠
维修8公里。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11月19日，无棣县车王镇大屯西村丰禾红

辣椒种植合作社的员工在村南洼采收朝天
椒。

无棣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特色产
品村，车王镇大屯西村现已成为鲁北朝天椒
种植专业村，形成集朝天椒生产、购销、储
存为一体的辣椒产业链。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盛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区域办西部经济

隆起带建设指导处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沂蒙革
命老区抢抓机遇，主要在农业农村、社会事业、扶
贫开发等6个方面，不断加大对中央和省预算内投
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相关专项资金的争取力
度，共争取项目221个。其中，农业农村类41个、
基础设施类83个、社会事业类50个、生态建设类28
个，扶贫开发类6个、产业发展类2个、其他11个，
累计获中央和省级资金28 . 1亿元，同等项目比参
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前多争取12 . 8亿元。

这些项目的实施，加快了沂蒙革命老区开发建
设步伐，对于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促进
老区跨越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沂蒙革命老区执行

中部地区政策成效明显

□记者 杜文景 通讯员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三权分置”是解决土地活力不

够、效率不高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沂源县不断推
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
股，房屋流转给合作社，各方实现共赢。

东里镇下柳沟村党支部不断完善“土地经营权
入股分红”联结机制，探索“党支部+旅游合作社
+股份”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旅游合
作社，社员以土地、房屋、资金等入股合作社，通
过制定合作社制度逐步规范分红机制，让农民参与
到二三产业中分红，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据介绍，目前下柳沟村的部分农房正由资源变
资产，有的还变成资本。合作社把8户闲置的房屋
租赁过来，年限30年。第一年租金是2500元，此后
每年递增500元。

三权分置

农民变身“股民”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陈星华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自报自缴”已成为全国海关通

关一体化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据了解，青岛海关目
前已实现“自报自缴”报关单关区全覆盖。今年前
10个月，青岛海关共接受申报“自报自缴”报关单
10395票，突破万票。改革实现轻点鼠标自报自
缴，通关放行足不出户，企业切实感受到海关改革
带来的便利，为山东省外贸发展增添新动力。

青岛海关“自报自缴”

报关单突破万票

前10个月日照

工业增加值超500亿元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王伟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农业部公布第三批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荣成俚岛东部海域鸿源海洋牧场
名列其中。至此，威海市已有5个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

据悉，海洋牧场是指在一定海域内，采用规模
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海洋生态
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对
鱼、虾、贝、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海
上放养的人工渔场。海洋牧场建设不但是保护和增
殖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威海新增一处

国家级海洋牧场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许文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2日，由淄博市政府、北京

市跨区域产业协作中心共同主办的京鲁（淄博）产
业项目对接洽谈会在淄博举行，来自北京的170余
名企业家参加会议。

据悉，共有2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签约金额
达488 . 4亿元。签约项目中，高端制造业项目3
个，总投资54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13个，总投资
293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12个，总投资
130 . 4亿元；其他产业项目1个，总投资11亿元。

京鲁淄博

产业项目对接洽谈会举行

济宁已与

6家世界500强签约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市发改委了解到，今

年1至10月份，济宁市与香港中建国际、法国威立
雅环境、芬兰凯米拉等6家世界500强公司签约项目
7个，总投资2 . 2亿美元，合同外资额1 . 2亿美元。

这些项目涵盖现代服务业、精细化工、环境治
理、技术研发合作等4个行业领域，引进涉及“四
新”的一批亮点项目。目前，已有5个项目落地，
合同外资额5699万美元，将为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注入新动力。

□周艳 商凯 林源 报道
11月27日，滨州市沾化区下河乡李家村贫困户

刘春芝在大棚里给黄瓜吊绳绑蔓。
下河乡帮助贫困户有效利用闲置土地，在收完

冬枣后接续发展冬季大棚蔬菜种植等项目，使冬闲
变冬忙，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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