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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出台了《济宁市公共

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按照“源头分
类、统一投放、集中回收”的原则，将分批次、分区
域逐步建立全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的常态化、长
效化工作机制。

根据《济宁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和济宁市公共机构实际，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
圾、易腐垃圾(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等
4类。2020年，济宁市直各部门(单位)、各高等院校全
面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各县(市、区)公共机构基本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

《济宁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技师学院举行“5G+智

慧校园”启动仪式，成为全省首家5G覆盖校园的职
业院校。

济宁技师学院院长祝清荣介绍，目前，该学院已
建成110间智慧教室和5G基站，实现了校园5G网络全
覆盖。“智慧校园”项目还将上线新的网站群、OA
系统、督导督办系统、教师版和学生版手机APP。
5G网络将推动学院产教研融合创新、校务治理透明
高效、校园文化丰富多彩、校园生活方便周到，促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接下来，该学院将推
动5G新技术与教学、教研、校园管理深度融合，打
造5G智慧校园示范区，领跑5G智慧校园新时代。同
时，以“5G智慧校园”建设启动会为契机，积极推
进“5G+教育”，争创全省5G+智慧教育示范项目，
建设5G应用示范校园。

济宁技师学院

实现5G全覆盖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朱继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月4日上午，由济宁市政协书画联

谊会主办的“汉唐逸风"——— 宁青楷书作品展在济宁
孔子文化旅游集团举办，吸引不少书法爱好者观展。

宁青，号“一滴斋主”，1958年8月出生于济宁
市，济宁师专中文系毕业。他自20世纪80年代爱上了
书法艺术，主攻楷书，尤擅小楷，颇有古人先贤遗
风。此次展览，共挂展宁青近年来精品力作60余幅，
幅幅润泽隽永，神采照人，并结集成册，以便案头珍
赏。

宁青楷书作品展举办

广告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月4日，在济宁市兖州

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兖州区区长王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过去的一年，兖州区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预计全
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3 . 6%、达到46 . 5亿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之年，兖州区将着力构
建“1+2335”重点工作布局，以强党建为统

领，突出抓好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
“两条工作线”，全力突破中心城区、工
业园区、颜店新城“三区”建设，坚决打
赢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风险防控“三大
攻坚战”，更大力度推进产业升级、“双
招双引”、城乡统筹、改革创新、生态文
明建设，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力推动兖州实现高质
量发展，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基地、枢纽型
物流中心、生态宜居城市。

兖州区将坚持“工业立区、工业强
区”不动摇，实施“510”企业培育工程，

支持两大企业加快创千亿步伐。引导科技
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中小微企业走“专
精特新”发展之路，打造制造业基地。年
内重点抓好38个工业技改项目，制造业技
改投资增长8%以上。力促华勤高性能子午
线轿车轮胎、太阳新材料产业园、中冶经
典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联诚精密鲁西南
铸造中心等120个过亿元项目快建设、早见
效，年内完成投资150亿元。加快工业园区
提档升级，推动颜店新城快速崛起。

新的一年，兖州区还将实施“增绿添
花”工程，新建5处口袋绿地、1处植物

园。实施金口坝片区综合整治，建成大禹
公园，实现泗河主流域全域开发。继续大
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广“支部+合作社
（公司）+农户”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力争全区60%以上的村集体收入超过10
万元。吸引、鼓励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
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200名以
上，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就业创
业，统筹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年内新增城镇
就业6000人，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积极创建“省级创业型城市”。

兖州：加快建设120个过亿元项目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王伟 报道
本报金乡讯 1月4日，金乡县第十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金乡
将坚定不移攻坚园区平台，增强高质量
发展支撑力。

2019年，金乡县预计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251亿元、增长4%；城镇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3677元、
17777元，分别增长7 . 8%、9%。

2020年，金乡将启动“国家级园区
五年创建计划”，完成总体规划编制。
加速新材料园区向南、向西拓展，经济
开发区跨河北拓，食品园区与商贸物流
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对接，推动产
业板块相向融合发展。推进新材料园区
“九路一桥”、管廊三期等项目建设，

启用综合服务楼、大气监测站、智慧园
区一期。启动经济开发区5G基站、金曼
克大道南延、金沙路北拓等建设。推行
“管委会+公司”体制，做实园区运营
公司、招商服务公司，完善济化、润业
运营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投资开
发、管理服务、产业培育等职能，市场
化招聘一批高层次、专业化优秀人才到
园区任职。招引一批基地型、龙头型项
目，力促开源生物、锐源新材料、华能
综合能源利用等在谈项目签约落地，持
续加大与中国能建、传化集团、山东高
速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对接力
度。

新的一年，金乡还将启动生物基产
业园建设，扩大长链二元酸、戊二胺等
项目规模，开工凯赛癸二酸、协鑫热熔
胶等项目，引进尼龙拉丝、高端纺织等

项目，构建生物基新材料产业链。招引
石墨烯涂料、超级电容器等下游项目，
推进石墨烯原料制备、产品开发、终端
应用联动发展，延伸石墨烯产业链。落
地工程塑料、新能源材料、高分子功能
材料等项目，健全高端精细化学品产业
链。推动新材料产业“三链融合”，力
争年内销售收入突破200亿元。加快机器
人制造产业园、盛世光明量子保密通
信、远大科技产业小镇等项目建设。推
进稻香村、宏大食品提质扩能，提速喜
万年、朝源食品、万林食品等项目建
设，启动建设腾骏祥健康产业园、格瑞
食品添加剂等项目，推动北京首农、香
港李锦记等一批高端项目签约落地，推
动大蒜及食品产业“全环节升级、全链
条升值”，力争年内实现销售收入50亿
元。

金乡：

攻坚园区平台，支撑高质量发展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长青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月5日，邹城市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
幕，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今年，邹城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
为主攻方向，以创建制造业强市为目
标，培育壮大六大产业，加速新旧动
能接续转换。

2019年，邹城预计地区生产总值
实现1050亿元、增长3 . 5%；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77 . 8亿元，增长2%，其中税
收收入51亿元，增长6 . 34%；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55亿元，增长5%；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39123元、18353元，分别增长6 . 6%、
8 . 2%。

2020年，邹城将聚力做大做强数
字经济产业，以京东云数字经济产业
园为龙头，抢占数字经济风口，加快
颐高数字经济产业园、北斗天地矿用
5G智能传输平台、瑞誉直批电商综
合物流博览园等项目建设，力争5年
内数字经济产业产值达到200亿元；
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云上太平”智慧园区建设，构
建 5G产业生态，引领传统产业改
造，推动实体经济升级。

工业园区主攻三大产业：高端绿
色化工产业，按照“龙头引领、延链聚
合”的产业组织模式，千方百计推进恒
信新型炭材料及高温煤焦油资源综合
利用、荣信煤气置换暨焦炉气综合利
用等重点项目建设，创建省高端化工

绿色发展示范区，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亿元；
新材料产业，按照“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
前沿新材料”三位一体的产业组织模式，加快推进泰
玻超细电子纱产业化、年产6700万米电子布生产线
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省新材料应用示范基地，力争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亿元；健康医药产业，按照“强
链补链延链”的产业组织模式，加快鲁抗动植药品生
产研发基地、吉田香料、嘉珂食品添加剂及药用原辅
料、正旺医药中间体、华源高精新医药园区孵化园等
重点项目建设，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60亿元。

经济开发区主攻两大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产
业，按照“整机+零部件”的产业组织模式，集群
化推进东华重工高端煤机装备、珞石工业机器人、
艾坦姆高端流体控制阀、向阳华昌智能包装、翰纶
科技高压储运设备、海推机械等重点项目建设，打
造省高端装备发展先行区，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50亿元；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按照“跨界融合、
多极支撑”的产业组织模式，不遗余力加快兖矿氢
能科研创新中心、优瑞凯泰特种焊材、水发铅碳电
池等项目建设，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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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陈雷 来金路 报道
本报微山讯 1月5日，微山县第十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
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微山将全
力突破文化旅游业，加快发展港航物流
业。

2019年，微山县预计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 . 5%；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29 . 6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25400元，增长8 . 6%。

2020年，微山将全力突破文化旅游
业，把创“5A”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坚持主体景区与精品景点一并打
造、旅游设施与景区文明同步提升，标
准化配套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精心策划
旅游线路，创新开发旅游产品，加大宣

传推介力度，举全县之力确保创建成
功。依托微山湖旅游集团，加快旅游资
源整，尽快实现景区一体化运营。提速
推进南阳古镇综合开发、独山湾综合开
发、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景观提升等文
旅项目；规划实施民俗体验项目，推出
一批乡村旅游产品，建成一批乡村旅游
特色景观带，培育一批A级景区村庄、
文旅融合发展样板村，加快创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新旅游业发展模式，
丰富生态游、红色游、乡村游、文化
游，完善旅游要素产业链，培育新的旅
游增长点。推动“产业+旅游”，把工
农业旅游示范点串点成线，培育丰富旅
游产品，拉长旅游消费产业链条；推动
“文化+旅游”，强化微山湖文化、运
河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包
装推介，举办特色演艺活动，大力发展

动漫创意、写生创作、影视制作等产
业；推动“康养+旅游”，培育生态、
度假养生新业态，实施环微山湖康养基
地建设，打造滨湖康养胜地。

同时，加快发展港航物流业，加强
与枣矿集团等企业合作，组建港务集
团，整合港航资源，规划布局临港产业
园，加快建设韩庄、夏镇、留庄、两
城、西平5大港口物流园区，构建“大
通道、大港口、大物流”发展格局，打
造京杭运河重要的物流集散地，打响
“微山大运河物流”品牌。抓住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利时机，深度挖掘
文化、景观、航运资源，统筹规划建设
一批旅游、文化、航运产业项目，培育
发展运河文化经济，努力把运河微山段
打造成生态长廊、旅游画廊、经济走
廊。

微山：

突破文化旅游业，发展港航物流业

综合
县（市、区）两会连线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鲍文洁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在济宁市兖州区小孟镇苏户

村、王海村等8个村，百余亩杭菊花采摘完毕，当地
群众喜迎丰收。

张文功就是后庄村众多种植杭菊花农户的一员，
他说，去年种植了30多亩杭白菊，亩产可达1200斤，
每斤4块钱，销售收入约14万元。

小孟镇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打造以梁
村为中心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为农户提供从中药材种
植管理、技术指导到药材收购、加工、销售的一条龙服
务，逐步建成集中药材种植、加工、旅游、康养为一体的
特色产业链。发挥村党支部示范推动作用，成立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以谷肖路两侧为主建立农高园特色农业
种植示范基地，集中连片发展中草药基地、杭白菊基
地、瓜果采摘园、绿化苗木基地、毛木耳大棚和地瓜、
紫薯基地等。目前，已在梁村建成近600亩的丹参
园，苏户村、王海村等村发展杭白菊近120亩。

特色种植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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