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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项目
现场观摩团来邹观摩指导
□邹正言
邹城讯 8月4日，济宁市委常委、副市长董冰带领济宁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项目现场观摩团来我市观摩指导。市委书记远义彬，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建文，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徐相斌，市政府
副市长布方锋陪同活动。
观摩团一行先后到第十中学、北城教育园区、第六中学西校区、
详细了解我市在推进
护驾山小学进行实地观摩，
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对我市教育
教育园区建设、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邹城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观摩团一致认为，
的战略位置，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将中小学建设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村学校优化提质，实现了城乡教
大格局，
推动城区学校扩容增量，
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育齐头推进、
协调均衡、
优质发展，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城区
学校按照“改扩建为主、新建为辅”的思路，统筹优化城区学校布
局、
扩增办学容量，农村学校采取“建设镇域教育园区、农村小学向
镇驻地和中心村集聚”的策略，建设太平、城前、峄山3个镇教育园
区，
实现了集约化、规模化办学，去年成功举办济宁市教育“强镇筑
基”暨“双百工程”现场会；在省政府“义务教育领域-我为群众办
实事”
新闻发布会上，成为唯一作典型发言的县（市、区）。

2022年上半年济宁市重点项目现场观摩评比结果出炉

邹城荣膺四项第一

□焦兴泉
8 月 3 日，
在济宁市重点项目现场观摩总
我市
结暨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动员大会上，
获得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现场观摩评比综合
排名第一名、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综合排
名第一名、
招商引资第一名、
对上争取第一名。

重点项目现场观摩评比综合排名第一名
我市继2020、2021年之后，再次取得总成
绩济宁市第1名的优异成绩。我市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区（大束片区）项目位列乡村振兴类五
佳项目第1名，北大新世纪实验学校初高中

部、汽热联网综合保障项目分列社会民生基
础设施类十佳项目第4名和第6名。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综合排名第一名
全省进10
上半年，
我市锚定
“济宁争第一、
强、
全国进30强”
的奋斗目标，
以高质量发展为
统筹抓好
主题，
坚持工业化、
城镇化双轮驱动，
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定各项工作。在济宁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
价中以综合得分96.12的优异成绩蝉联第一名。

招商引资第一名

1至6月份，我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22
个；到位内资45.31亿元，居济宁市第2位，完
成济宁下达给我市任务目标的53.31%；实物
工作量23.03亿元，居济宁市第1位，完成济宁
下达给我市任务目标的57.58%；利用外资
7784万美元，居济宁市第3位，完成济宁下达
给我市任务目标的51.89%，其中含制造业外
资3724万美元，含日韩欧美外资3713万美元；
新设外资企业2家，增资外资企业2家。

对上争取第一名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济宁市对上争取决策

微山县党政考察团
来邹考察

泗水县党政考察团来邹考察

□邹正言
邹城讯 8月4日，微山县委书记李勇带领
党政考察团来我市参观考察。市委书记远义
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尚超，市政协主席秦
晓东，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徐相斌，市政
协副主席綦宝进陪同活动。
蘑菇小镇、
邹城市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孟苑、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 （大束片区） 进行实地考
详细了解了我市在基础
察，
听取有关情况介绍，
设施建设、
乡村振兴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对我市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考察团一致
认为，
邹城紧紧围绕建设百万人口规模、一百平
坚持高水平规划、
高起
方公里
“双百”
城市目标，
点建设、
高品质管理，
为广大市民创造了宜业宜
居的良好环境；坚持党建引领、产业支撑、村企
融合、共同富裕，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夯实
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打造了乡村振兴邹城样板。
考察团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参观考察为契
机，认真学习借鉴邹城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
微山实际，做好转化运用，不断打开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同时，希望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优
势互补、携手共进，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迈上新台阶。

□邹正言
邹城讯 8月3日，泗水县委书记赵鑫带领党政考察团来我市
参观考察。市委书记远义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建文，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程尚超，市政协主席秦晓东等市领导陪同活动。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北大新世纪实验学校初高中部、邹城市共
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大束片区）项目现场实地考察，认真听取有关
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我市在教育事业改革、乡村振兴发展等方面的
经验做法。考察团对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评价，一致认为我市发展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有力，特别是
在项目建设上标准境界高、投资体量大、带动效应强，走出了邹城
特色的发展路子，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考察团一致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邹城的
好经验、好思路，立足泗水实际，积极探索实践，不断提升整体工作
水平，
加快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步伐。同时，希望两地继续加强
交流学习，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携手实现共赢发展。

梁山县党政考察团来邹考察
□邹正言
邹城讯 8月4日，梁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刚带领党政考察团
来我市参观考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建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
尚超，
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陪同活动。
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大束片区），实地
参观了游客中心、精品民宿、特色民俗街、美食街等项目，认真听取
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我市在乡村振兴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等方
面的工作措施、特色亮点和经验做法，并对我市取得的发展成效给
予高度评价。考察团一致认为，邹城按照“党建引领、产业支撑、村
企融合、共同富裕”的工作思路，探索形成了三产融合、强村富民、
多方受益的共同富裕发展新路径，实现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打造了共同富裕先行示范“邹城样板”，尤其是大束片
区规划起点高、建设规模大、产业融合度强，非常值得学习借鉴。考
察团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邹城先进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解放思
想、
高点定位、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切实把学习考察的成果转化为
发展实践，推动梁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莘县党政考察团来邹考察
□郑超
邹城讯 8月4日，莘县县委副书记王霞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9人
来我市参观学习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市委副书记于领东陪同活动。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蘑菇小镇建设项目、荣信集团、泰
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了解农高区创建、企业运行和产业发展
情况。考察团高度评价了我市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认
为我市工业基础好、产业门类齐全，在壮大“1+5”主导产业，加快经
济转型、
产业升级、园区改革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子、创出了新模式、
干出了新天地。考察团一致表示，将同我市保持密切联系，相互取
长补短、不断深化交流，切实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深合
作，
携手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汶上县党政考察团来邹考察
□郑超
邹城讯 8月5日，汶上县委副书记李小雪带领党政考察团一
行34人来我市参观考察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大束片区）项目。市
委副书记于领东陪同活动。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游客中心、精品民宿区、特色民俗
街、
美食街、礼堂与沿河景观，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了我市
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考察团充分肯定了我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的成绩，认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大束
片区）项目定位准、标准高、工作实、成效好，为周边兄弟县（市、区）
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典型范例。

部署，聚力“资金、政策、项目”争取，围绕“政
策研究、项目策划、组织申报、对上争取、跟踪
推进”工作流程，打造“台账登记—过程督
导—结果备案”全过程闭环推进机制。创新管
理模式，每月召开推进会、每季召开总结会、
随时召开重大专项研究会，部署推进了一大
批政策试点事项。创优政策体系，率先下发对
上争取年度任务目标，不断完善对上争取顶
层设计，实现对上争取工作有序、有力、科学
运转。上半年，邹城市对上争取省级以上竞争
性资金23.73亿元、政策项目50个，综合成效
蝉联济宁市第1位。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询问动员会议
□人大宣
邹城讯 8月5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加
快城建重点工程推进“双百”城市建设工作专
题询问动员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尚超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永玲、高善东、王
福成、梁超、常超及市政府副市长蔡庆华出席

会议，梁超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有关实施方案，并对各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程尚超在讲话中指出，开展“双百”城市
建设工作专题询问，是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需要，是回应群众关切的务实举措，

对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发展战略 导、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全速推进
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他要求，要提高认识、高 “双百”城市建设，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市
度重视，充分理解专题询问的作用，抓好专 作出更大贡献。
题询问的各项工作落实。要突出重点、严格
会后，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城市
“双
程序，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精准科 建设与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学选题，确保专题询问工作实效。要加强领 百”城市规划建设情况作了专题报告。

邹城市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大束片区）

“三重蝶变”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大束
邹城讯 山水风光，诗情画意。走进邹
城大束镇大洪沟民俗文化度假村，村庄风
景秀美，漫步在青砖石上，田园气息扑面而
来。昔日的老屋，经过精心打造，如今成为
了游客心中的“魅力民宿”让人流连忘返。
该项目也是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
片区项目、大束镇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的
重点村落之一。
作为我市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之一，
大束片区总面积22平方公里，涵盖12个村
居、1万余人。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三个“蝶
变”，走出了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共同
富裕的蛋糕越做越大，美好生活的日子越
过越甜。
小蘑菇蝶变大产业。片区坚持生产链、
品牌链、营销链三链齐抓，招引友硕、友泓、
恒信等龙头企业，投资50亿元建成食用菌
产业园，日产金针菇400吨，年产值8.7亿
元，成功创建济宁市第一家省级农高区，农
业工业化让近2000名农民在家门口转变成

享受五险一金的工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
南葛、钓鱼台等4个村庄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建成蘑菇大棚近400个，实现了企业增
效、集体增收、农民增富。
荒山野蝶变致富园。片区坚持地理区
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传统文化优势三势
迸发，吸引中国蓝城、浙商文旅、浙江中图
等大的市场主体，投资50亿元高端打造了
云梦桃源、匡衡湖健康小镇、大洪沟超级乡
村等项目，既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又为共
同富裕扮靓底色。市场资本与省农科院合
作建立果树博士工作站，带领6个村发展万
亩特色林果种植基地，实现了企业驱动、跨
村联合、抱团发展、群众致富。过去靠天吃
饭的穷山沟摇身变成乡村旅游打卡胜地，
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仅大沙河湿地公园、
枣行村水上漂流、钓鱼台垂钓公园等项目
年吸引近郊游百万余人，让绿水青山真正
成为“金山银山”。
旧村落蝶变梦工厂。片区坚持美丽乡
村、宜居乡村、创业乡村三村融合，12个村

10个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留住了最美乡
愁，2个村的农民住进山河景苑实现了洋房
梦；城里人在云梦桃源了了田园回归梦；老
年人在匡衡湖健康小镇圆了幸福康养梦；
年轻人在大洪沟超级乡村开拓文旅梦。大

束片区的实践探索兴了企业、富了集体、鼓
了农民腰包，片区12个村平均集体收入达
64万元，3个村超百万元，今年第一季度农
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破万元，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阔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