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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8日下午，济南市委、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济
南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凡
是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均要停工停产停业整
顿，均要顶格处罚。此外，修订安全生产举报
奖励办法，将12345热线作为受理电话，实施有
奖举报，奖励金额为1000元至3万元。

据济南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济南树牢“红线”意识，强化“底线”
思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年安全生
产行政处罚3091 . 61万元，居全省第二位。全年
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93起、死亡192人，同比
分别下降36 . 2％、26 . 4％，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
稳，实现了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降”。

为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月13
日，按照国家、省、市三级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精神，济南市研究印发了《济南市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整治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全市15个区
县（功能区）、39个安委会成员单位，自1月13
日起至2月10日，集中开展为期近1个月的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这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以“坚决
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为目标，按照“严、
实、细、快、效”五字方针，集中统筹全市各
级各类安全监管力量，通过企业自查、分级排
查、异地互查、重点严查、举报协查、驻守整
改、回头看等手段，全面排查治理矿山、消
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能源、冶金、特种设备等各个行业领域
安全隐患。截至1月17日下午4时，全市累计派

出检查组6106个，检查企业19842家次，发现问
题隐患19092项，其中重大安全隐患8项，整改
完成8930项，限期整改10162项。

按照省、市领导要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活动期间，凡是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均要停
工停产停业整顿，均要顶格处罚；凡是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均要全市通报，从严处理。济南市
安委会采取日调度、周通报、同步督导、“四
不两直”等方式，严密跟踪、持续推动，督促
各级各部门全面推进、严格落实，并分别列出
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实行动态
管理。对工作推进不力、责任措施不落实、隐
患查改不到位的，坚决予以通报和约谈，并按
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济南市住建部门对2408个在建工地的16364
个单体工程进行大排查大整治，截至18日上

午，已下达整改通知单377份，责令限期整改
338个，停工整顿70个，行政处罚26个，信用惩
戒20家。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将46980辆重点营运
车辆纳入24小时动态监控，1日至16日，累计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25 . 8万起，其中，酒驾醉驾256
起、超载907起、农村面包车违法416起、大货
车违法9991起、渣土车违法590起，有效净化了
道路交通秩序。消防救援部门自去年11月份以
来处置火灾772起，抢救被困人员95人，疏散
603人，抢救财产价值1948 . 4万元。目前开展高
层建筑专项整治，对9351栋建筑逐一列出隐患
清单、整改清单。对456家火灾高危单位、22家
5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商业综合体查体评估，提
出整改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对蒸压釜、承压罐
车、大型游乐设施等六类重点特种设备进行安
全隐患大排查，特别是近6 . 6万部电梯。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12345热线受理有奖举报

重大安全隐患一经发现顶格处罚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申红

“做强东部加快建设科创智造之城”，
2021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为城市发展新格局
指明了方向。作为“东强”排头兵，济南市章
丘区1月19日召开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聚焦落实黄河战略、融入“东强”格
局，全面对标“五个济南”，围绕加快强势崛
起、当好省会创新发展龙头总体目标，对2021
年工作进行详细部署，细化目标，奋力实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济东强区的良好开局。
发力济东强区开局，章丘区谋定2021年发展目
标：生产总值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15%。目标如何实现？章丘规划了具体路径。

工业强区，做大“东强”主阵地

“章丘要强，首先综合实力要强、工业要
强。”章丘区委书记马保岭表示，引领省会东
部高质量发展，章丘将大力实施工业强区战
略，全面扛起实体经济大旗。

章丘将重振工业辉煌，重点聚焦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等四大产业发
力。章丘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具体目标：
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长13%以上，打造国家
重点汽车制造集聚区；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长
30%，新医药产业产值增长60%，力争新信息产业
产值突破30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0家。

园区平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章丘
从整个发展框架上做了进一步的谋划。”马保
岭表示，立足章丘三大片区，定义了“西进”

“东联”“北优”。具体来说，北部刁镇化工
产业园优化提升，重点从化工产业向新材料产
业提升；东部济东智造新城主要是和淄博联
动，打造跨市协作，打造省会经济圈融合发展
示范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章丘下一
步主要精力放在“西进”上，将与济南高新
区、自贸试验区一体规划和联动发展。

章丘区与高新区联合布局四大板块。马保
岭介绍，在章丘“西进”片区，东巨野河西侧
发展总部经济、医药物流和高端器械；中段依
托现有的山东先进材料联合创新研究院，做大
做强新材料板块，打造济南千亿级产业集群；
北段围绕重汽做好配套服务，迅速突破1000
亿，重汽配套产业园已经规划落地，加快推进
园区发展；南段江河未来城、中铁十四局、蓝
海领航电竞产业园等项目已经在落地，可迅速
在西部与高新区接壤处形成隆起带。

另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扬起省会创新
发展龙头。抢抓山东大学龙山校区（创新港）
规划建设黄金机遇，整合大学城及大院大所资
源，以市场化运作、首席科学家制度等创新举
措，加快科技成果供给，填实做优特色产业平
台，形成高能级的产业发动机、人才蓄水池，
打造成为引领省会经济圈甚至全省的创新策源
地。“目前山东大学龙山校区（创新港）已经
面向全球规划招标，争取6月份完成。”马保
岭说。

打造四条走廊，落实黄河战略

“黄河战略的提出，把济南推到了更加重
要的位置，这是济南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抓

手。”马保岭指出，贯彻全市安排部署，章丘
积极谋划了四条走廊。

第一条是齐鲁科创大走廊，目前已经上升
为省级战略。与其相呼应的齐鲁智造大走廊，
已经纳入了全市“十四五”规划建议草案。章
丘区将突破重汽配套产业园、山大校友产业
园、济东智造新城二期规划建设，打造高端智
造产业隆起带。这两条走廊“一南一北”，将
成为“科创济南”“智造济南”的有力支撑。

第三条走廊是发挥章丘文化底蕴深厚的优
势，打造齐鲁古道·文旅走廊，把龙山文化、
齐长城文化、嬴秦文化穿起来，讲好济南的
“黄河故事”。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挖掘龙山文化内涵，抓好齐长城古迹修缮工
作，推进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辛庄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目前已经有一大批龙头文
旅项目在章丘落地。比如，明水古城、华侨
城、绣惠古城、白云湖长鹿国际旅游度假区、
山东广电星动小镇等项目，依托绣源河40里风
貌带，加上白云湖湿地、小清河复航、南部山
区、莱芜雪野湖，联通了济南、泰安、济宁的
中华文化枢轴。”马保岭介绍，下一步，要把
这些文化故事讲好讲透，把齐鲁文化品牌打出
去，成为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高地。

第四条是沿黄生态走廊。黄河贯穿章丘26
公里，立足保护优先，发挥生态优势，打造黄
河农业公园、生态绿廊。坚持以城带乡，对接
黄河生态风貌带规划，突出生态保护优先，加
强灌区节水改造，完成滩区土地复垦，拓展土
地规模经营路子，整合放大水利、湿地、农
业、文化等资源优势，聚合打造具有特色的沿
黄生态走廊。

打造四条走廊 重振工业辉煌 当好“东强”排头兵

章丘：奋力开启济东强区建设新征程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0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济南市吴家堡黄河大米、章丘大
葱、莱芜大姜榜上有名。

吴家堡黄河大米诞生于1958年的引黄稻改，
口感香糯，弱碱性、含糖量低，富含多种矿物质
元素。近年来，槐荫区积极引进企业化管理模
式，从水稻种植、收获到烘干、加工已经形成了
机械自动化流水线，全程机械化让稻米从收割到
上餐桌“不落地”。

章丘大葱有两千多年种植历史，有着“高大
脆白甜”的优良品质。目前，章丘区形成了以绣
惠女郎山1000亩精品示范区、3万亩标准化种植
基地为核心，带动周边枣园、宁家埠、龙山等7
个镇街规模化发展，全区大葱种植总面积达到12
万亩，年产量达到6亿公斤，实现年产值7亿多
元，从业人员10万人以上，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
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莱芜大姜已经成功打入北京、上海、沈阳等
20余个大中城市，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地。莱芜大姜先后开发出姜片、姜丝、姜酒、姜
茶及生姜洗发液、化妆品等10大系列80余种产
品，姜制品率达到30%以上。

济南再添三种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记 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孟凡庚 郭广猛 崔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7日下午，济南市章丘
区暨明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招双引”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此次签约的19个项
目，总投资342 . 2亿元，项目层次高、质量优，
具备很强的引领性、支撑性和带动性，高度契
合我区‘133’产业布局，必将为章丘扛好实
体经济这面大旗，当好省会创新发展龙头提供
有力支撑。”章丘区委书记马保岭说。

19个项目中，有大块头投资的江河北方总
部基地项目，有围绕中国重汽产业链布局的兴
业汽配、江苏永明等核心配套企业项目，有承
接非首都功能外溢的北京龙飞船项目，有打造
晶体材料产业集聚的北京远东恒嘉新材料项

目，还有本土企业升级改造的卧龙集团电机智
能产业园项目。这些项目大都布局在齐鲁科创
大走廊和齐鲁智造大走廊两侧，是四条走廊建
设的有力支撑。

“签约之后，意味着江河未来城项目正式
落地章丘，江河北方总部基地、创新研发中
心、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未来医疗中心、系统
集成智能智造基地、中法创新园等逐步进入实
质性的部署和规划建设阶段。”北京江河源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载望说，项目将建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产城融合4 . 0产业示范区，届时将
成为齐鲁科创大走廊上的新引擎。

北京远东恒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宁
说，该公司PCD刀具制造能力位居国内前三，
项目签约后将充分发挥超硬复合材料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的综合优势，以落户章丘中小
企业转型发展示范园为契机，建设国内一流的
两面顶超硬材料生产基地。

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势，抓住北京疏解非
首都功能牛鼻子，章丘大力引进培育新动能，
推动产业发展形成聚集效应、实现同频共振。
此次签约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
精特新”企业——— 北京龙飞船科技有限公司正
是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外溢项目，将落户济
东智造新城，着力发展智能制造，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创新应用，推动工
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

2020年，章丘共签约项目69个，总投资
544 . 26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章丘2021年首批19个项目集中签约

2021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诸多与
章丘密切相关的工作，需要章丘区科学谋划、
主动融入、快速推进、有效落实。认真落实省
委要求和市委部署，2021年章丘区将重点做好
“融强靓改”四篇文章。

做好“融”的文章。加快城乡融合，深化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点，三区共美、四
廊共舞，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互补互动。加快融入主城区，对
接省市一体化工作部署，服务轨道交通8号
线、济莱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融入省会
经济圈，发挥济东门户和开放合作前沿阵地作
用，联动周边，形成高度融合的“经济特
区”。加快融入“黄河大合唱”，落实“十大
行动”，实施好20个优先项目，加强沿黄省会
城市县区协作，强化合作共赢。

做好“强”的文章。打好“强新补钙”组
合拳，打造省会产业增长极、创新策源地。增
强综合实力，咬定强势崛起“三步走”时间
表，深化八大高质量行动路线图，奋力跻身全
国50强。增强工业能级。实施集群强链行动，
聚焦“一高三新”产业，存量、增量并重，打
造2000亿级产业集群。增强园区层级。深化明
水国家级经开区改革，三年内奋力跻身全国经
开区50强。增强科创能力，全面融入山大系，
承接大学城溢出效应，打造国际前沿开放学
镇、创新高地。

做好“靓”的文章。加快建设公园城市、
景区乡村、优美生态，实现颜值气质更加靓丽,
城市靓，农村靓，生态靓。

做好“改”的文章。突出12项重点改革攻
坚任务牵引，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区属国
企、事业单位、绩效管理、政务服务、法治环
境，盯紧试点、破除难点、打通堵点、创新亮
点，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障碍。

（□记者 段婷婷 整理）

章丘区委书记马保岭：

重点做好

“融强靓改”

四篇文章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济南市支持快速发展初创企业的政策》，
通过政策扶持和服务，推动初创企业更快更好发
展。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500
万元奖励。

近年来，济南市先后出台了支持“四上企
业”、瞪羚、独角兽、总部经济企业等发展的多
项政策，有力支持了企业发展。同时，新一代信
息技术、科技服务、现代金融等领域涌现出一批
快速发展的创新型、初创型企业，对济南市支持
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提出了新需求。为进一步完
善支持企业的政策体系，支持快速发展初创企业
做大做强，促进经济全面提质增效升级，《济南
市支持快速发展初创企业的政策》出台。

该政策所指快速发展初创企业是在济南市境
内成立（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三年以内，企业
类型为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或商务服务
业（“投资与资产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除外）；企业年度主要经济贡献达到300万元且
同比增长30%以上。

该政策指出，对快速发展初创企业给予其年
度对地方主要经济贡献30%的资金奖励；如次年
主要经济贡献保持同比增长30%以上，给予其年
度对地方主要经济贡献40%的资金奖励；如连续
三年主要经济贡献同比增长30%以上，第三年给
予其年度对地方主要经济贡献50%的资金奖励。
最多连续奖励三年，每年最高奖励500万元。

每年最高奖励500万元

支持初创企业发展

□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孙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了

解到，近日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
上，济南市再次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据悉，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下发的《关于
表彰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
者的决定》，济南市荣膺“2018—2019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市”，有40人荣获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奖；1单位荣获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有1615
人荣获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其中金奖371
人、银奖308人、铜奖936人。自2001年全国无偿献血
表彰工作实施以来，济南已经连续9届获此殊荣。

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济南市献血达175695人次，总献血量为302174
单位。其中捐献全血157973人次，共计捐献全血
271673单位；捐献机采血小板17722人次，捐献血
小板30501单位；全年向临床供应各种血液成分
60余万单位。采供血量居全省第一。

同时，济南从2020年1月20日起实施无偿献
血用血直接减免政策，共为2418例献血者直接减
免了120余万元。

济南再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2021年度市级重点项目安排》。2021
年，济南市共安排市级重点建设项目300个，
总投资约1 . 6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013 . 6亿
元。

其中，产业项目202个，包括浪潮智能计
算产业园、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园及总
部研发项目、济南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项
目等，年度计划投资1564 . 3亿元；城市建设项
目 9 8个，包括济南国际机场二期改扩建工
程、黄河战略济南国际生态港PPP项目、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骨干路网项目等，年度
计划投资1449 . 3亿元。为保障项目接续，安排
市级重点预备项目100个，包括江河未来城项
目、齐鲁中医药国际科技园项目、济南人工
智能科技谷项目等，总投资2068 . 4亿元。右图
为：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技术创新与临床
转化平台项目，目前主体已经基本完工，施
工人员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等收尾工作，预计
今年年底实现正式运营。

今年济南安排

市级重点建设项目300个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人社局局长王

壮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将千方百计稳就业保
就业，努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万人的目标任
务，全力确保就业形势稳定。

围绕此，济南市将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加强新产业新业态支持，优化灵活就业、
兼职就业措施，多元化多渠道扩大就业，坚持
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努
力稳定就业岗位；强化培训促进就业，贯彻落
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以就业为导向
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实现年内培训15万人次，有效缓解结构性
就业矛盾；聚焦重点保障就业，组织“选择济
南 共赢未来”招聘会，举办省会经济圈高校毕
业生就业供需见面会，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月”“网络招聘周”等系列活动，促进高校毕业
生来济就业。加强农民工权益维护，引导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提
高就业援助补贴标准，多渠道推进困难人员就
业，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鼓励创业带动就
业，建设黄河流域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黄
河流域9省的大学生来济创业提供一揽子服务。

今年将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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