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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1月3日，我们同济南市莱芜区
达成了投资意向，实现了当年签约重组、当
年恢复生产、当年加大投入、当年纳税盈
利。今天我们再次签约，决定追加投资10个
亿，打造正泰集团北方产业基地，力争5年
以后营业收入达到50亿元。”

5月30日下午，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会
议厅，济南市举办的聚焦世界500强高质量
“双招双引”推介会上，正泰集团副总裁、
正泰电气总裁陈成剑一说起济南市特别是莱
芜区的营商环境和干部的服务意识就赞不绝
口：“时隔一年追加投资，就显示了我们看
好莱芜、选择莱芜，和莱芜一起共赢未来的
信心和决心。”

融入济南，等高对接，加入济南大家庭
后的莱芜区迸发出无穷的发展活力。在这块
辖14个镇(街)，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772
个行政村(居)，常住人口94万，总面积1642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幅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画
卷正徐徐展开。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莱芜融入省
会、踏上新征程的开局、开篇之年。”莱芜
区委书记马保岭表示，“莱芜区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进一步提升站位、把牢航向，全面布
局、精准发力，为把省会建设成为‘大强美
富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莱芜力
量。”

区划调整为经济赋能，为产

业添翼。继去年春节期间接待

150多位客商后，莱芜区迎来了

四面八方的发展动能

5月15日，2019山东5G产业生态峰会在莱
芜区雪野湖畔召开，区政府与华为签署5G产
业合作备忘录，双方在5G产业发展规划、联
合打造5G行业应用试点、5G人才培养等方
面展开全面合作，助力莱芜打造“齐鲁智
谷”。

6月18日，2019年山东省创新驱动发展院
士恳谈会将在莱芜区召开，届时10位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将现场指导济南
南翼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布局。

……
高层次活动带动高质量发展。莱芜区通

过实施园区平台提档升级工程，将39个园区
整合提升为19个特色园区，新规划中小企业
转型发展示范园和高铁新区智造园，推动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园区管理体制改革，
加强准入条件审查，建立制定严格的考核退
出机制和“飞地经济”政策，提升园区专业
化水平。深化存量变革。实施阳光冶金新材
料、鲁中啤酒智能化制造等重点技改项目43
个，完成年度投资32亿元，激活企业发展动
力；支持“两钢两电”加入“外热入济”工
程网，引导泰钢、九羊实施智能化改造提
升，加大环保投入，拉长延伸产业链条，建
设不锈钢基地和钢铁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打
造一个千亿级企业和一个600亿级企业。

引进新变量培植新优势。莱芜区依托省

会优势，打好省会品牌，进一步强化产业链
招商、链接招商、平台招商、跨界招商、风
投招商、软基础设施招商、品牌招商、营商
环境招商，瞄准世界5 0 0强企业、央企、
“瞪羚”和“独角兽”企业，持续发力“4+
3”产业体系，2019年1至5月份，全区在建项
目达到100个，过10亿元项目10个，总投资
318 . 1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0亿元。

高端项目需要一流的营商环境。莱芜区
全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成”改革，
推进削权减证、流程再造、精准监管、体制
创新、规范用权“五大行动”，抓好“一网
办”“指尖办”“马上办”，力争审批时限
压缩至20个工作日以内。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导向，严格落实“拿地即开工”，坚持
“事不过夜”理念，全面落实“三个三分之
一”工作法，扎实开展“项目落地竞赛年活
动”，年内新开工大项目70个以上，竣工投
产项目60个以上。聚焦科技创新“根本保
障”。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重点实验室、院
士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和企业技术中心，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新增省市级创新平台10个、科技企业孵化器
2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增长20%以上，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
占GDP比重达到2 . 3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增幅达到15%。

以创建“人才工作先进区”为目标，莱
芜区加快引进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2019年全区引进院士2名，本科以上高层次人
才63名，3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累计引进
院士29名，泰山学者等29名，博士、硕士、
本科生1400多名。自主培养万人计划专家3
名、泰山学者3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6名，
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齐鲁首席技师、
齐鲁乡村之星等省级实用人才40名，嬴牟产
业领军人才19名，嬴牟乡村之星等市级实用
人才101名。

规划引领，一体打造。按照全市“一体
打造、一体规划”发展要求，莱芜区精心编
研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山林景观设计、
城区水系建设、交通路网完善等专项规划，
优化重点片区、重要节点控制性详规，做好
山水林田湖草路一体规划、分步实施、精品
打造，确保城乡有序开发，精心描绘莱芜未
来“成长坐标”。做活城市经济。突出做好
“拆、建、管、营”四篇文章，完成13万平
方米城中村拆迁扫尾、50万平方米建设任
务、500万平方米拆违拆临，推动城市有机
更新；融入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先进理念，
加快相关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全力打造智慧
化现代化生态新城。实施“青山入城，显山
露水”工程。坚持广覆盖植绿、立体式治
水、全方位增亮、多渠道畅通，加快推进
“省级森林乡镇、森林村(居)”品牌创建活
动，全面打通城乡水系，强化“夜游经济”
理念，以红石公园为核心，打造“莱芜夜
宴”，全力提升城市品位。

做“美”生态环境，主动对标京津冀“2+
26”通道城市要求，莱芜区铁腕治霾，重拳治
水，科学净土，在“两钢两电”和化工企业全
力推广阿尔普尔烟气回收技术应用，实现重点
污染源的彻底根治、变废为宝，力争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到60%，坚决捍卫“泉城蓝”。做
“暖”民生环境，深化“平安莱芜”建设，深
入开展“信访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打赢
扫黑除恶攻坚战，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为民办好十件实事，确保新增财力的
70%以上用于民生事业，让发展更有温度、幸
福更有质感。

突破乡村振兴，打造“6+5”一体化样
板工程。莱芜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三年
整治行动，改善人居环境。实施“厕所革
命”再升级，年底基本实现改厕及生活污水
一体化处理全覆盖，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工
程。巩固脱贫成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不动摇，聚焦偏远薄弱地区和“老
弱病残”特困群体，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
花功夫，强化农村贫困人口动态监测管理，
构建稳脱贫、不返贫的长效机制，使近2万
名贫困人口与全区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充实人才队伍。深入实施“归雁”工程，健
全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大学生、进城务工人
员、退伍军人、企业家等各类人才返乡创
业；大力实施大学生村官优选优育工程，加
快乡村助理员选聘工作，三年内实现所有村
全覆盖；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
专业技能培训，培养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乡村带头人及乡村振兴领军人物，全力打
造“高端人才+归雁人才+大学生村官+新型
职业农民”的金字塔形人才结构。

突出莱芜文化传承保护区建设，莱芜区
重点抓好红色文化保护、嬴秦文化建设、齐
鲁长城人文自然风景带开发、非遗项目传承
保护等七大工程，全力打造齐鲁文化融合创
新区；高标准举办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姜
博会等特色活动，重点抓好全国第四届万步
有约健走激励大赛的举办，认真谋划、精心
筹备，办一届有山东气派、省会水平、莱芜
特色、国际水准的盛会；深入推进文明实践
试点工作，以“讲好莱芜故事”为主线，突
出“六传六树”，全力推进区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提档升级，实现村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全覆盖。

未来可期，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莱芜区省会“智造长廊、
康养之都、文旅胜地”的定位正
逐渐明晰，等高对接、融合发展
的路径越来越清晰

发展，骤然而起；变化，悄然而生。莱
芜区结合区域特点，积极谋篇“一廊、两
带、三核、四区”的空间布局。“一廊”，
即打造贯通雪野旅游区、口镇新城、经济开
发区、主城区的“智造长廊”，构建全省有
影响力的科教创新高地和精密智造中心。
“两带”，即加快构建汶河、汇河两大产业
带，打通东西发展集聚带，集聚发展要素，
强化产业协同，促进联动发展，做强产业
链。“三核”，即以雪野新城、口镇新城、
主城区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莱
芜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增长极。“四区”，
即打造智造创新、中央商务、康养文旅、现
代农业四大示范区。

其中，智造创新示范区，以雪野新城为
引领，口镇新城为支撑，形成“一体两翼”
全产业链集聚发展格局。重点通过雪野新城
承接省属高校、科研院所，吸引国内外知名
高校、院所、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形成研发
孵化、总部经济、会议会展三大产业组团，
打造全省科教创新高地和“齐鲁智谷”，同
时牢牢抓住济莱融合与5G时代的双重机遇，

与华为开展战略合作，在5G产业发展规划、
联合打造5G行业应用试点、5G人才培养等
方向开展合作，助力济南建设全国5G先锋城
市；口镇新城以新医药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
造为主攻方向，全力叫响鲁中新药谷、中德
能源城、绿色智造产业城品牌，做深做精钢
铁绿色发展和现代物流集聚发展文章，打造
对接济南、推动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打造中
央商务区，重点加快主城区改造升级，大力
发展金融保险、信托证券、总部经济、电子
商务、电子信息、中介咨询、创新创意等城
市服务业，打造金融街区、商务中心，形成
彰显城市特色的CBD和“新地标”。打造康
养文旅示范区，重点按照“全域旅游”理
念，抓好“一山一水”即雪野湖、莲花山两
大核心景区建设，与济南南部山区一体谋
划，形成以“曲阜、泰山、济南(莱芜)”为
核心的山东中西部文旅康养“黄金三角”，
打造山东文旅胜地；在南部山区、雪野西
部、口镇东部及羊里北部积极发展康养产
业，推进康养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打造现代
农业示范区，重点立足莱芜“三辣一麻”
“三黑一花”“三红一白”产业优势，以国
家级农高区为依托，着力打造“西部姜蒜、
北部林果、南部果菜、东部药材”板块，发
展农业“新六产”，打造具有莱芜特色的全
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布局已定，莱芜区坚持高点定位、敢于
对标对表的宏伟发展目标也就有了底气。未
来5年，莱芜区将力争实现“三个突破、两
个翻番、三个提高”，即到2023年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10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00亿
元、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000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8年实现翻番；服务业增加值、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年均提高1个
百分点，分别达到45%、35%和15%。

具体到今年，莱芜区将坚定不移践行新
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南翼”优势，集全区之
力实施“12347”发展战略，围绕一条主线，
即“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
展”；咬定两个坐标，即“全面融入济南，
全力争先进位；打造森林水城，建设生态莱
芜”；推进三项改革，即“机构改革、园区
管理体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聚焦聚力
四个生态，即“生态产业、生态城镇、生态
环境、生态人文”；深化七大行动，即发展
质量提升、“双招双引”提质、生态城镇建
设、发展环境攻坚、乡村振兴突破、莱芜形
象塑造、党建创新引领，力争全年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8 . 2%左右，工作目标8 . 3%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3%左右，工作目标14%以
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左右，工
作目标11%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0%左
右，工作目标11%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0%左右，工作目标11%以上，努力在省会新
一轮发展中争先进位、走在前列。

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格局中的莱芜
区，正努力实现结构优化、总量做大、发展
方式转变、质量效益提升；置身一个新的历
史进程中的莱芜区，正全面推进生态产业、
生态城镇、生态环境、生态人文的协同发
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莱芜区，更
是志在必胜、行在必果，一定会创造出无愧
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
绩！

树立省会思维、强化省会意识、扛起省会担当，全力打造森林水城、建设生态莱芜，努力在省会新一轮发展中走在前列列———

莱芜区：融入省会 等高对接 争先进位
这是一方山水宝地。境内海拔600米以上的山

41座，东有吉山，西有香山，南有莲花山，北有原
山，中有大舟山，汶水西流、汇河蜿蜒、雪野湖碧
波荡漾，“五山两水一湖”孕育了这里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全区拥有1处国家级森林公园，2处省级
森林公园，1处国家级湿地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8 . 47平方米，雪野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达49 . 2%。

这是一座文化胜地。秦始皇祖先少昊出生在这
里，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嬴国遗址，是先
秦故里的起源地；有中国最古老长城——— 齐长城和
鲁长城，是中国修建最早、保存最好的原始长城；
这里是大汶口文化的发源地，齐风鲁韵在这里交
汇，为后人留下了孔子观礼、夹谷会盟等丰富的历
史故事；长勺之战留下了一鼓作气的千古佳话；这
里还打响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标志性战役——— 莱芜
战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
役，被列入美国西点军校分析经典案例教材。

这是一块共赢福地。今天的莱芜，树立省会思
维、强化省会意识、扛起省会担当，全面对标市委
“1+474”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纳入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南翼的机遇，先行先试、敢闯敢干，高点定
位、对标对表，大力实施“12347”发展战略，深
化城乡品质提升“七大行动”，全力打造“齐鲁智
谷、济南第二总部”，加快建设省会“智造长廊、
康养之都、文旅胜地”，全力打造森林水城、建设
生态莱芜，努力在省会新一轮发展中争先进位、走
在前列。

①湖光山色的秀美雪野湖
②2019山东5G产业生态峰会相聚雪野湖畔
③今年4月，全国第四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在
莱芜区启动
④莱芜医药产业园宏葵生物项目车间
⑤山东小三线纪念馆
⑥⑥齐齐长长城城锦锦阳阳关关
⑦⑦凝凝香香集集萃萃的的莱莱芜芜香香山山

①

②②

③

④ ⑤ ⑥⑥ 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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