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唯旗旗是是夺夺勇勇争争先先  笃笃行行不不怠怠开开新新局局
——泰泰安安市市岱岱岳岳区区全全面面开开创创““活活力力岱岱岳岳、、秀秀美美强强区区””建建设设新新局局面面

□万莉 李庆林

重点项目相继开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显著改
善、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十年来，泰安市岱岳区厚植优势、抢抓机遇、踔厉奋
发，将沉甸甸的奋进答卷写在企业生产的火热车间中、人民群众的幸福笑脸上、田畴
沃野的勃勃生机里。

时光的年轮刻下奋斗的足迹，历史的巨手翻开梦想的新篇。十年来，岱岳区委、
区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实现了一次次历史的跨越，“活力岱岳、秀美强区”建设新局面正加速形成。

民生为重，百姓至上。近年来，岱岳
区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着手，把改善民生福祉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立足民生需求，着力补齐民生短
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今年 6 月底，岱岳区举行首批“七
星”和美社区（小区）授牌仪式，命名枣
行社区等29 个社区（小区）为首批“七
星”和美社区（小区），通过开展“七
星”和美社区（小区）创建工作，着力打
造好班子、好队伍、好业委、好物业、好
制度、好环境、好风尚“七个好”社区
（小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
水平。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岱岳区科学划分
1671 个网格，建立起2591 人的网格员队
伍，赋予网格员疫情防控、治安维稳、民
生服务等职能，通过开展网格员敲门问候
活动，了解民意民情，积极上报市“民安
通”事项83 万件；聚焦业委会、物业覆
盖不全面、服务跟不上等问题，在112 个
小区成立业委会，180 个小区实现物业管
理，小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达97 . 2% ；成立
房地产（物业）领域纠纷诉调中心，通过
组织法院、司法局、住建局、信访局等
10 个部门进驻办公，物业纠纷、房屋买
卖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在这里一站式受
理、一揽子解决。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增进民生福祉
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岱岳区在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人群关爱、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
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把惠民政策落到
实处，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倾心倾力，体现在一个个暖人暖心的

“民生礼包”上。截至目前，岱岳区建成
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4 处、农
村幸福院107 处、“幸福食堂”105 处；
实施了一批重点城建工程，棚户区改造
14132 套，完成 27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提
升；开展了一批农村整治项目，建成“四
好农村路”735 公里，新建市级以上美丽
乡村示范村74 个；改善了办学条件，新
增学位2 . 3 万个，新建幼儿园38 处，改扩
建幼儿园25 处。与此同时，岱岳区还在
医疗卫生、就业保障、困难群众救助、群
众文化活动等方面用情用力，做大做好
“民生蛋糕”。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
重要保障。在基层治理方面，岱岳区坚
持为民协商、信用体系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系统推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
融合提升。

近年来，岱岳区积极推进政协协商和
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在全区11 个镇街、
479 个村（社区）设立了“为民协商”委
员会，搭建起区、镇、村三级“为民协
商”议事平台，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化解了困扰基层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
事。同时，岱岳区聚焦基层治理短板难
题，率先在全市全面铺开农村、社区信用
建设，以信用小切口深度融合基层治理大
格局，用信用建设“一根针”穿起了社会
治理的“千条线”；抢抓全国、全省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机遇，牢牢把握
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工作目标，在全
部镇街、村（社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实践站，实现文明实践与基层治理的
融合提升。

民生福祉更有质感 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秋风吹拂，岱岳区九女峰片区各个山头依旧郁郁葱
葱。穿行于山间，沿途风景旖旎，途经一个个小山村，
古诗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丽风光映入
眼帘。

曾经，这里的贫困人口达到129 户 257 人，用村民的
话说，是个“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可自从种下全域旅游
的种子，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九女峰所有贫困
村、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增收，这些村的集体收入均已达
到10万元以上。

着眼泰山之侧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近年来，岱岳区
以全域旅游破题，围绕休闲旅游、观光农业、高端民宿、
康养颐居四大主导产业开展重点招商，先后引进鲁商、绿
地头等21 家工商资本进驻泰山九女峰，并对道朗镇19 个
村庄进行集中连片打造，乡村旅游连片集群发展，成为乡
村振兴的典型。与此同时，该区还开发了生态康养、文化
研学、红色旅游等一批新业态，建成八楼氧心谷、山地越
野赛道、九女峰书房等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如今，文旅康养产业已成为九女峰片区的富民产业，群众
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岱岳区聚焦镇村，
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优势，打造东、西、南 3 个都市农
业组团。西部组团以道朗、夏张为主体，连片打造九女
峰、凤凰山两个示范区，提质扩面、培强产业，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片和国家级园区，服务城区市民的休闲观光
需求，变乡村为景区；南部组团以马庄、汶口为主体，
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发展优质种业为突破口，打造良
种基地，成为泰城优质“粮袋子”；东部组团以范镇、
角峪和祝阳为主体，打造全市“菜篮子”基地。在“三
组团”的建设上，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要素集
聚”导向，着力打造一批区域中心镇、特色产业镇、特
色产业村，实现资源互惠互利、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协
同高效。

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主线，今年以来，岱岳区通
过“理顺1套工作体系、用好2个载体平台、建强3支振
兴队伍、推广N种发展模式”，在全区形成“1+2+3+N”
抓党建壮大村集体经济促乡村振兴工作机制，依托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岱岳区引导村民有序进行土地流转，因地制
宜发展多种合作社经营。为突破农村发展瓶颈，岱岳区还
按照“党建引领、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原则，组织地域
相邻、产业相辅、优势互补的村建立党建联盟，解决了村
庄多、规模小、资源分散，发展优势不明显的问题。截至
目前，岱岳区创建“春天里峪”“岱岳山谷”等15 个党
建联盟，涵盖110 个村级党组织，吸收105 家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 20 家企业加入，全区464 个村（社区）都找到适
合村级发展的路子。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的起点，
岱岳区经济社会发展已按下“快进键”，岱岳儿女必将乘
势而上、砥砺前行，干出新天地、拼出新境界、闯出新路
子，让这片热土闪耀新的辉煌。

山环水绕沃野千里

业兴民富生机盎然

①①岱岱岳岳区区道道朗朗镇镇北北部部山山区区1199 个个村村庄庄串串珠珠成成链链，，昔昔日日
的的省省级级贫贫困困村村华华丽丽变变身身““网网红红村村””，，实实现现从从乡乡村村旅旅
游游到到产产业业集集群群、、从从体体验验经经济济到到创创意意经经济济、、从从薄薄弱弱山山
村村零零散散小小村村到到乡乡村村振振兴兴典典型型的的集集群群振振兴兴发发展展。。
②②岱岱岳岳区区在在全全市市率率先先提提出出重重点点工工业业企企业业（（项项目目））服服
务务专专员员包包保保联联系系制制度度，，110000 家家重重点点企企业业（（项项目目））有有
了了““专专职职保保姆姆””，，全全心心全全意意为为企企业业纾纾难难解解困困。。图图为为
泰泰山山玻玻纤纤复复合合材材料料产产业业园园。。        □□摄摄影影：：隋隋翔翔
③③岱岱岳岳区区将将““七七星星””和和美美社社区区建建设设、、网网格格化化治治理理、、
为为民民协协商商、、新新时时代代文文明明实实践践、、信信用用体体系系建建设设系系统统推推
进进，，实实现现基基层层社社会会治治理理的的融融合合提提升升。。图图为为开开展展新新时时
代代文文明明实实践践志志愿愿服服务务活活动动。。
④④岱岱岳岳区区成成立立壮壮大大农农村村集集体体经经济济工工作作委委员员会会党党委委，，
坚坚持持““区区级级统统领领、、党党委委推推动动、、支支部部主主办办””的的工工作作机机
制制，，全全面面推推行行村村党党支支部部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图图为为岱岱岳岳区区山山
口口镇镇成成立立碧碧霞霞春春茶茶产产业业党党委委，，联联合合周周边边1100 个个村村党党支支
部部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发发展展贡贡菊菊全全链链条条产产业业。。
⑤⑤岱岱岳岳区区坚坚持持““良良田田粮粮用用””，，累累计计处处置置耕耕地地““非非粮粮
化化””恢恢复复粮粮食食生生产产 88000000 余余亩亩，，今今年年夏夏粮粮面面积积、、单单
产产、、总总产产实实现现““三三增增长长””。。图图为为汶汶阳阳田田夏夏收收农农忙忙景景
象象。。                            □□摄摄影影：：陈陈阳阳

岱岳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 ，
税收年均增长7 . 7% ；三次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57%；工业技改投资年均
增长10 . 2% ，一大批引领性、支撑性项目
加快建设……一组组数据勾勒出的美好图
景，是岱岳区近年来持续加速产业结构优
化、加快项目谋划实施，以技改促制造业
提档升级、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力奔跑
的生动展现。

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岱岳区今
年如何跑好“接力赛”，在新征程中彰显
新作为？毫不动摇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全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是打造更强经济发
展引擎的关键一招。

紧扣全市“441X ”产业布局，岱岳
区立足比较优势、产业未来趋势，构建以
新材料、精细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
导产业，新型建材、食品工业、现代物流
为优势产业的“3+N”产业体系。

走进位于岱岳区大汶口工业园的汉威
集团产业园项目一期项目中心控制室，6
名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操控着异辛酸车间
的生产，大屏幕上清晰显示着生产车间的
情景。“自新型工业化强市战略实施以
来，在产业链专班的支持帮助下，项目建
设跑出了‘加速度’，目前一期工程完成
总体形象进度的80%，将于年底前全部建
成投产。”汉威集团总经理助理解洪伟
介绍。

汉威集团产业园项目是岱岳区狠抓项
目建设、全力加强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
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战略实施以来，岱岳
区成立区招商中心，开展季度招商“擂台
赛”，目前新签约玻纤产业园二期、国宠
食品、压缩空气储能等项目69 个、意向
投资额256 亿元；新开工源通重工等项目
66个、总投资243 . 3 亿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岱岳区夯
实政府“店小二”责任，举全区之力支持
项目推进，全心全意为企业纾难解困。为
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岱岳区在
全市率先提出重点工业企业（项目）服务
专员包保联系制度，让 100 家重点企业
（项目）有了“专职保姆”，从镇街、
园区和区直部门中选派近80 名科级领
导干部，担任企业项目服务专员，集
中力量解决企业运行和项目推进中
的堵点、难点问题，着力打造
“投资兴业、首选岱岳”的招商
品牌和一流的营商环境。

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
着项目干。截至7 月底，全区完
成工业税收 9 . 15 亿元，增幅列全
市第一位；上半年全区规模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1 . 9% ，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3.3 个百分点，列县（市、区）第
二位；营业收入166 . 5 亿元、同比增长
8.4%，利润22 . 1 亿元、同比增长37 . 4% ；
上半年泰安重点项目“集中观摩大比
拼”，位列全市第二……一个个数字背
后，写满了岱岳工业的奋斗，描绘了工业
发展的新图景。

经济活力持续上升 创新发展动能澎湃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泰泰安安篇篇

7722002222年年99月月2233日日  星星期期五五

电电话话::((00553311))885511996677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