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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要抓住当前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主
动出击、全力解决。同时，要着眼长远，补齐农
村短板，积小胜为大胜，提升群众幸福感。”寿
光市委书记朱兰玺在2月26日召开的全市三干会
上说。

“今年，我们要拿出给自己爹娘盖房子的劲
头，跑出百姓安居加速度。”寿光市委常委、圣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焕军说。

据了解，圣城街道今年主攻棚户区改造。圣
城打好拆建“组合拳”，对正在改造的刘旺、大
仓等10个村4218套安置房，盯上靠紧，确保3年
内回迁新房。对南马范、肖楼、西公孙等17个
村，圣城严格按程序分批次推进，12月底前完成
拆迁。到年底，征迁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城
市规划区内53个村庄5 . 8万城中村群众全部变成
城市居民。

2018年，羊口镇提出建设“现代化滨海小城
市”的目标，在提升城市承载力以及塑造教育医
疗品牌上实现新突破。“让羊口宜居宜业易生
活。”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

以特色小镇和新生小城市建设为契机，羊口
镇嫁接小清河经济观光带、棚改二期等重点项
目，结合老镇区改造提升，实现产城有机融合。
同时，羊口镇依托希望、和谐社区及顺河商业街
引进连锁式餐饮、酒店、超市等业态。该镇还依
托企业职工服务中心，建设集人才公寓、养老、
休闲于一体的高档商务区，做大城市经济。

在教育医疗上，羊口镇整合早教中心、希望
幼儿园、双语学校、渤海实验学校及初中部等资
源，建设教育产业一条街，发展学校经济。以羊
口医院二级综合医院评审为重点，做好医养结
合，做靓寿北医疗品牌。

今年，古城街道将运用PPP等多种运营模
式，启动兴业路、兴源东路、兴源西路等20公里
道路的延伸、拓宽、改造计划，全面加快总投资
8 . 9亿元的开发区实验学校、开发区医院、古城
医院、怡泽苑社区等一批重大民生项目的建设速
度，争取年内建成主体或投入使用。

“我们加快建设一批标志性精品项目，奋力
争当品质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洛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步宪群说。

今年，洛城街道倾力打造占地4170亩的鲁
能·悦动生态城项目，年内引入弥河水系、配套
道路等基础设施，确保一年扎起框架、两年大见
成效，建成全国一流的“现代城市生活体验
区”。洛城还将加快推进全省首个智慧社区-清
河紫云台以及碧桂园、鲁丽低碳生态小镇、晨鸣
文创颐乐小镇等12个高端地产项目。洛城还以东
城商务区、锦绣东城颐养中心为载体，培植总
部、金融、养老等热点产业，建设一批彰显城市
气质、集聚人气商气的“新地标”。

“侯镇今年争创国家级特色小镇，推动新型
城镇建设实现新突破。”侯镇党委书记张帅说。

2018年，侯镇将完成王巷、佛屋、崔家、甫
刘等棚户区改造任务，力争年内改造1329户；加
快40米大街南伸、昌大路改线等10条重点道路建
设，畅通城镇脉络；高标准建设总投资5亿元的
“一广场四中心”，即人民广场，教育、文化、
健康、公交四个中心。

“以重大设施建设为抓手，在城镇品质发展
上实现新突破。”田柳镇党委书记王桂芝说。

今年，田柳镇对老王高镇区进行改造提升，
强化城市精细管理。该镇继续实行网格化管理，
加强对违法建设、镇容环境、农贸市场、交通秩
序等重点领域综合整治，推动城镇精细管理制度
化、常态化。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3月5日至11日这周，蔬菜价
格定基指数为131 . 96点，较上周134 . 72点下跌2 . 77
个百分点，环比跌幅2 . 1。

这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5类下跌5类上
涨，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茄果类、水生类、根
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12 . 9%、10 . 8%、9 . 4%。上
涨明显的是菜豆类和甘蓝类，环比涨幅分别是
9 . 7%、8 . 0%。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两
个方面原因影响指数下跌。一是天气转暖，蔬菜
上市量不断增加，各地应季春菜也陆续成熟上
市，市场供应充足，菜价一路回落。二是随着气
温上升，储存蔬菜销售压力加大，商家多选择降
价销售来增加销量，像小芋头、葱头、土豆等均
出现不同幅度下滑，抑制整体菜价攀升。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擦亮寿光农业金字招牌，补齐农村短
板，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切实扛起寿光在乡村
振兴中的责任担当，争当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的
‘领头羊’。”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我们拿出力拔头筹的勇气，争当全市乡
村振兴的样板。”寿光市委常委、圣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马焕军说，2018年，圣城街道逐项做
好圣城实践，叫响刘旺甜瓜等3个农业品牌，
以省级示范村标准建设东玉等3个美丽乡村精
品村，以北关孝心村为样板打造15个孝心示范
村，探索自治、法治、德治、善治“四治”新
体系，探索强弱村联合发展新模式，跑出强村
富民加速度。

今年，羊口镇将在实施乡村振兴上实现新
突破。该镇继续推进土地流转与大棚“两
改”，抓好特色玫瑰、桑葚基地等项目，培育
田园综合体等新发展模式。同时，羊口镇依托
渔业独特基因、历史文化资源，发展集休闲、
观光、餐饮于一体的渔家乐，高标准打造美丽
乡村“升级版”。

“农业农村大提升，为寿光乡村振兴贡献
古城力量。”寿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古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付乐启说，古城街道将全力
建设“番茄特色小镇”，着力打造2个优质蔬
菜品牌；以博收、仁和、宏伟为依托，沿府前
街两侧打造占地500亩的高科技农业园区走
廊。古城街道还将突出解决大棚秸秆、畜禽粪
污等问题，启动最后20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实现美丽乡村全覆盖。

“我们策划运作一批功能性开发项目，奋
力争当加快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洛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步宪群说，洛城街道坚持以特色产业
促进全面振兴，围绕菜博会，蔬菜种业硅谷、
农业智慧谷，中央商务、滨河居养、创意农

业、田园社区“一核、两谷、四大板块”功能
布局，重点建设以3000亩农业集成示范区为核
心的“田园综合体”，力争年内创建成为“中
国蔬菜小镇”。

同时，洛城街道全面启动中国供销·农商
城一期项目400亩建设，加快智慧物流产业的
强势崛起，打造全国蛋制品、海产品、农产品
的统购统销示范基地和价格形成中心。洛城街
道还将全面铺开尧河路、弥尧街等13条道路，
洛城医院、屯田学校等16个事业项目，“美丽
乡村”三大精品片区建设，打造“国家级农村
产业融合示范区”。

今年，侯镇将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新突破。
该镇加快推进大棚“两改”，新建大棚2000

亩，力争引进2-3家高校农业研发基地，合作
建设1-2处高档田园综合体。同时，侯镇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已完成土地流转8000亩以
上、盐田拆迁5000亩以上、盐田改造1 . 5万亩以
上，带动村集体增收300万元，力争年内所有
村集体收入全部达到10万元以上。

“打造品质城镇，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
标准。”上口镇党委书记王法顺说，今年上口
镇力争70%的村达到省美丽乡村建设B级以上标
准，全力完成镇区西伸路的人行道铺设和绿
化、亮化工程，开发、盘活墨龙老厂区，开工
建设上口中心卫生院门诊楼，投资480万元对
原广陵镇区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孙家集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帅说：“以打造

‘田园菜乡、宜居新区’为目标，充分发挥交
通区位优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对
接主城区，整体实现大发展、新跨越。”

2 0 1 8年，孙家集街道将积极推广“沙
培”、“生态水灌溉”等新技术，发展智慧农
业，建设3-4处田园综合体和休闲农业区，深
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三元朱特色乡村文
化旅游区。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方位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文家街
道党工委书记任光学说，今年文家街道将重塑
韭菜品牌、农业提质增效、建设美丽乡村、倡
树孝道文化、铁腕扫黑除恶、弘扬社会正气，
全方位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要把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牢牢抓在手
上，不仅在发展目标上全面看齐，更要从眼
界、思路、行动上深度对标。”在2月26日召
开的全市三干会上，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寿光各镇街已经明确
年度计划、推进时序、实施路径。

“拿出虎口夺食的胆识，举全街道之力打
好产业项目建设攻坚战。”寿光市委常委、圣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焕军说。

今年，圣城街道将围绕中心商务区、弥水
电商小镇、新兴业态集聚区、高端制造业片
区、市场物流片区、学院路两侧改造提升“六
大片区”，精准发力。对确定的大学科技园、
现代繁华世界、电商产业园等总投资335亿元
的81个重点项目，圣城街道排出时间表，挂出
作战图，争分夺秒、破难攻坚，跑出产城融合
大空间。

“争创动能转换先行区，在高质量发展上
争先进位。”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

今年，羊口镇继续坚持“工业强镇”不放
松，抓创新促转型，坚持上新压旧，重点抓好
瑞康、雨中情、昊华等新上项目落地开工、投
产达效。继续推进高端石化产业基地、生物基
新材料基地、中德化工园、临港物流园等“两
基地两园区”建设，抓实招商引资和创新驱
动，全面打好2018年项目建设攻坚战。

“全力以赴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寿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古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付乐启说，今年寿光经济开发区将
启动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开发区发展活力。突
破规划限制，启动金海路片区开发，延伸开发
区发展空间。突破发展资金瓶颈，提高开发区
发展灵活性。

古城街道以联盟煤炭清洁利用、金玉米生
物科技产业园等总投资近80亿元的8大重点项
目为支撑，发挥“生物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山东省寿光市新材料基地”两大科研平台对
技术、人才的虹吸效应，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
上深耕细作，打好新旧动能转换攻坚战。

“集中聚集落地一批战略性产业项目，奋
力争当军民融合发展的排头兵。”洛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步宪群说。

2018年，洛城街道围绕打造中国蔬菜小
镇、军民融合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三大国字
号平台”，全力加快航天威能、北航新材料、
中国供销·农商城、农业集成示范区等一批战
略性产业项目建设，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供
强力引擎。争取用2-3年时间，将洛城打造成
为江北最大的航天特种装备基地、新型材料基
地、成果孵化基地，创建成为“中国航天小
镇”。

“坚持以工业园区发展激发新旧动能转换
活力，力争全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460亿元以上。”侯镇党委书记张帅说。

侯镇将加快建设联盟化工、元利现代化
工、乐化油漆、高分子新材料等四个产业园，
以创建国际级木材加工贸易示范区为契机，采
用PPP模式建设占地3000亩的鲁丽木业产业园
二期。同时，侯镇加快投资35亿元的鲁丽300万
吨磐金钢管、投资10亿元的60万立方定向刨花
板等重点项目建设，力争全年新开工过亿元项
目15个以上。

“强化政策引导和精准扶持，推动产业上
档升级、壮大规模，争创省级产业集群和特色
小镇，进一步打响和擦亮中国窗饰之乡的地域
品牌。”上口镇党委书记王法顺说。

2018年，上口镇将突出和放大窗帘特色产
业优势，加快推进芊绮窗饰、晨鑫窗饰等7个
续建项目投产达效，奥翔窗饰等4个拟建项目
落地开工，对天成窗饰、孚盛纺织、二和铝型
材等重点项目强化政策引导和精准扶持。

“推进‘工业板块’，发展‘物流板
块’，突破‘市场板块’，建设宜业宜居的西
部综合发展试验区。”文家街道党工委书记任
光学说，今年文家街道争取阳光王子二期、天
力药业异山梨醇、汇源木业等大项目早日投产
达效，逐步建成高新项目聚集区。同时，建设
特色物流小镇。

“各镇街的积极作为，将为品质寿光迈向
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寿光市委副书
记、市长赵绪春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新时代应有新气象，寿光广大干部必须
向作风要干劲。没有踏实苦干的作风、没有铁
一般的纪律，再好的蓝图都会流于空想。”寿
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始终保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
劲，保持‘屡战屡胜，屡胜屡战’的斗志，保
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甩开膀
子大干、创新破难真干、只争朝夕快干，一天
也不耽搁地把圣城的发展事业推向前进，为品
质寿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寿光市委常委、
圣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焕军说。

今年，圣城街道主攻作风建设。圣城干部
拿出“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
决心，用“硬规矩”提高执行力。从政治规
矩、基础工作、工作实效三个方面，探索“规
矩指数”考评，推动农村干部守规矩、敢担

当、有作为。用“严管理”凝聚向心力，深化
党员积分制管理，完善党员“红黄蓝榜”管理
办法，倒逼党员发挥作用、奋发有为。用“铁
军精神”激发战斗力，全力以赴投身到落实执
行年中。

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羊口坚持“干
部作风为发展第一推动力”的理念，狠抓执
行，向作风要干劲，向作风要效益，争当“落
实执行年”的急先锋。全体干部主动靠在一线
抓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作风先行，勇于
担责，敢于突破，为品质寿光建设贡献力量。

“2018年将是开发区的作风建设攻坚年，
以作风建设引领工作全局。”寿光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付乐启说，
古城街道将凝心聚力，筑牢党建根基；严管重
罚，守好安全底线；扫黑除恶，力促社会稳
定；真抓实干，推动作风提升。

“探索实施一批创新性党建项目，奋力争
当社会治理的排头兵。以‘一天吃两天苦、一

年干两年活’的狠劲和韧劲，滚石上山，冲锋
冲刺，决战决胜。”洛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步宪
群说。

今年，洛城街道以筹备全国农村基层党建
研讨会为契机，坚持项目化理念抓党建、抓作
风，在土地拆迁、项目一线、美丽乡村建设等
实战中锤炼干部作风、提升干部素质；深入挖
掘、推广东斟灌“三自”工作法、屯西“1+
6”服务新模式，突出规范化、创新性，持续
夯实农村、企业、园区“三大阵地”，凝聚强
大合力。

同时，洛城街道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环保
标准化体系建设，做到安全、绿色发展；大力
推行依法治镇，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面提升社会安全度、群众安全感。

2018年，侯镇狠抓基层组织建设，常态化
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与新任村“两委”
成员签订目标责任书，定期考核。同时，侯镇
抓好非公企业党建，将侯镇海洋化工园区党委

打造成全潍坊市乃至全省非公企业党建示范
点，为高质量推进品质寿光建设作出贡献。

“实行常态化督察考核机制，在工作落实
中锤炼干部作风，敢于担当、精准作为，为实
现寿光高质量发展贡献孙集力量。”孙家集街
道党工委书记王帅说，孙家集街道坚持在项目
一线、发展一线提升干部素质。围绕确定的60
个重点项目，实行全程跟踪、代办服务。适时
铺开21项拆迁行动、年内完成拆迁面积4000
亩。

“切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齐心协力干
事业，奋力谱写品质上口发展的新篇章。”上
口镇党委书记王法顺说，今年上口镇实施村党
支部书记雁阵工程，建立上口及在外工作高端
人才信息库，积极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充分发
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老模范
和新乡贤五老一新的带动作用，汇聚起自治、
法制、德治的强大合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
决打赢安全、环保、稳定攻坚战。

新旧动能转换，寿光———

排出时间表，挂出作战图

向干部作风要干劲要效益

擦亮金字招牌，补齐农村短板

乡村振兴，寿光争当排头兵

去年，寿光
市田柳镇北岭村
新 修 了 村 内 道
路，大大方便了
百姓出行。

寿光泰汽新能源
产业园内，工人们正
在生产线上作业。

主动出击

解决群众最关心问题

供应充足菜价回落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12日，寿光在北航新材料

产业园举行2018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集中
开工项目30个，总投资310 . 9亿元，2018年计划投
资121 . 4亿元。其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有8
个。

据了解，这些项目既有强链条、利长远的高
端产业类项目，又有惠民生、谋福祉的社会保障
类项目，涉及军民融合、高端石化、生物基新材
料、节能环保、传统产业升级、现代物流、乡村
振兴、新型产业园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提
升、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

据介绍，寿光将进一步创新“招商、引商”
理念和办法，用好代理人招商、互联网+等招商
渠道，鼓励本土企业与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
业等深度合作，确保年内再引进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为品质寿光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3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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