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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之翼京津之翼 生態生態武清武清
──京津之間最具實力和競爭力地區──京津之間最具實力和競爭力地區

2012年，是武清區委、區政府積極應對困難挑
戰、推動全區加快跨越發展的一年。面對日趨嚴峻
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該區深入開展 「調結構、惠
民生、上水平」活動，狠抓經濟運行、組織收入、
企業幫扶等工作，全力以赴保增長。全年完成地區
生產總值536億元，增長25%；三級財
政收入153億元，增長27.5%；
固定資產投資500億元，增
長28.5%；農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3400元，增
長15%，綜合實力保
持天津市區縣發展
前列。

項目招商建
設碩果纍纍。突
出大項目主攻方向
，創新招商機制，
區級領導帶頭攻關，
引資規模總量、產業層
級、帶動效應全面提升，
掀起了大項目引進建設的新高
潮。全年引資315億元，增長28%，其
中超億元項目60餘個，中興雲計算、比亞迪電動大
客車等一大批產業高端、帶動力強的龍頭項目落戶
區內，為新興產業集聚、區域經濟增長注入了強勁
動力。

產業發展水平節節攀升。三次產業
調整升級步伐加快，主導產業規
模優勢進一步增強。強化項
目帶動，工業總量快速
擴張，規模以上工業
產值躍上千億元台
階。服務業發展實
現歷史性突破。
依托佛羅倫薩小
鎮、凱旋王國、
北運河郊野公園等
龍頭項目帶動，形
成了休閒娛樂、生
態觀光為特色的旅遊業
雛形，旅遊市場呈現爆發
式增長。電子商務產業快速集
聚，阿里巴巴、當當網等行業龍頭
項目落地建設。現代農業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
奶牛、無公害蔬菜兩大主導產業健康發展。

城鄉開發建設步伐加快。統籌推進城鎮化建設
，新城新市鎮功能形象進一步提升。總長11公里的
103國道城區段改造工程如期竣工，
提升了城市發展主軸的功能
作用。下朱莊、黃莊片
區開發向縱深推進，
新城開工面積600
萬平方米。小城
鎮建設步伐加快
。新完成21個村
街拆遷，累計
改造村街110多
個，惠及群眾13
萬人，實現了城
鎮發展與改善民生

的有機結合。
環境面貌日益改善。水綠生態優勢大幅提升。

投資6億元，高標準完成15公里北運河郊野公園，濱
水景觀建設和觀光旅遊、設施農業開發同步推進，
實現了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高度統一。城鄉大綠

工程扎實推進，全年造林4萬畝、植樹
260萬株，新增城市綠地160萬

平方米。開展了鞏固發展
奮戰900天環境整治，主

幹路網、城市重點部
位形象面貌進一步
提升。

惠民工程成效
顯著。十大方面
、20項惠民工程取

得實實在在效果。
加大就業和社會保

障力度，新增就業2.5
萬人，城鄉居民基本醫

療參保93%、基本養老參保
13.1萬人。今年實施的惠民工程

全面完成，贏得了廣泛認可和好評，
廣大群眾切實看到了新變化、得到了新實惠。

社會事業繁榮發展。大型國際賽事─天津國
際馬拉松賽成功舉辦。文化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強，
啟動圖書館、博物館和影劇院工程。教育教學條件

顯著改善，總投入16億元的義務教育現
代化達標工程全面完成。醫療設

施水平明顯提升，中醫院通
過三級甲等醫院評審，

區醫院創建三級醫院
加快推進。國防動
員和雙擁工作得到
加強，實現全國
雙擁模範城 「五
連冠」。民族宗

教、婦女兒童、老
齡、殘疾人、社會

慈善等工作都取得
新的成績。
社會保持和諧穩定。

堅持抓發展保穩定並重，維護
了安定祥和的發展局面。平穩有序

推進村委會換屆，完成社區規範化試點建設，夯
實了穩定基礎保障。開展了 「平安武清」基層創建
活動，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保障了公共安全。
新建區信訪接待中心，強化信訪機制落實，及時化

解了一批熱點難點問題，確保了重大活
動、敏感時期社會穩定。集中開

展安全大檢查，安全生產監
管力度進一步加大。完善

應急管理機制，加強了
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
作。強化統一指揮、
科學調度，成功應
對百年一遇暴雨災
害，奪取了防汛搶

險的重大勝利，形成
了不畏艱險、眾志成

城的寶貴精神財富。

2013年，是武清提升科學發展、推進惠民強區
至關重要的一年。天津市明確提出 「推進京濱綜合
發展軸建設」，為武清迎來了融入區域一體化進程
，在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推進開發開放的有利時
機。為推動全區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躍升，武清將重
點抓好四方面工作：

1.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提高發展層次和水
平。以項目帶調整、增量促轉變，推動三次產業高
端化、規模化、集群化發展，構築協調聯動發展的
現代產業體系。

培育壯大工業優勢產業。實施大項目帶動戰略
和科技創新驅動戰略，提高工業高端高質高新化發
展水平，打造優勢產業集群。以擴大總量、提升質
量為方向，推動科技型中小企業大發展，成為帶動
科技創新、集聚高端產業的重要動力。

推動現代服務業繁榮發展。做大做強總部經濟
、電子商務和現代物流、休閒旅遊等業態，提高園
區化、集約化、高端化發展水平。推進服務設施完
善和旅遊資源開發，加大營銷策劃、宣傳推介力度
，打響 「京津休閒旅遊目的地」品牌，全年接待遊
客、旅遊收入實現翻番增長。

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以提升抵抗風險能力、
提升發展效益水平、提升服務生態環境能力為力
點，強化科技帶動、項目帶動，打造武清放心農產
品品牌。推廣應用一批新品種、新技術、新裝備。
加大特色品牌培育力度，提高武清農產品對外影響
力和產出效益。

2.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項目，加速提升經濟實力
。把擴大開放作為增實力、上水平的關鍵，以大項
目引進建設為核心，以園區載體為支撐，力培育
新的經濟增長點。

推動招商引資實現新突破。落實 「三個一批」
要求，大項目小巨人樓宇經濟全面推進，新增引資
410億元，增長30%以上。

全力推進大項目建設。推動項目快建設、快投
產、快見效。總投資1100億元的150個現有產業項目
全部建成投產。94個市級項目全部竣工，再謀劃20
個以上的新項目納入市級重點。

做優做強園區載體。強化開發區國家級品牌優
勢，加快四期起步區招商建設，全年引資150億元、
稅收96億元，進一步鞏固發展領先優勢。堅持智慧
化、生態化、國際化方向，加快總部商務區開發，
中興雲計算、太平洋電信等落地項目全部啟動，新
增引資20億元，建成聚集高端產業、帶動城市發展
的功能新區。推動四個示範工業園開發提速，完成
拓展區基礎建設和一批商務配套設施，加快龍頭項
目引進建設，全年引資160億元、稅收增長一倍。

3.加快城鎮化建設，提升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
。堅持城鎮化發展方向，推動城鄉開發提質提速，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生態宜居的新城鎮發展
格局。

深入推進武清新城開發。進一步優化城市功能
布局，再掀新城建設熱潮。加快前進道高端商貿帶
和城鐵商圈建設，啟動娃哈哈城市綜合體、國際汽
車園項目建設，打造新城西部商貿新區。加快下朱
莊、黃莊片區開發，完善城市基礎功能設施。

加快示範鎮建設。按照 「三區聯動」思路，
力推動示範鎮建設提速。完成西北部功能新區規劃
編制，啟動博雅大學、蒙商創業園等項目建設。扎
實推進市級示範鎮建設。推動有條件的鄉鎮加快區
域開發建設步伐。推進新農村建設，打造一批基礎
完善、環境優美、文明和諧的示範村街。

完善城鄉基礎設施。完成城市基礎功能綜合評
估，指導城鄉基礎建設有序開展。完善區域路網體
系，加快新城、重點城鎮供排水體系建設。

提升生態環境水平。落實生態文明建設的更高
要求，打造自然生態、宜居宜業的美麗武清。大力

推進清水工程，打造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
效益於一體的運河綜合發展帶。大力推進綠化工程
。全年造林3萬畝，植樹200萬株，新增城市綠地90
萬平方米。大力推進環境整治工程。以新城、鎮區
和主幹路網沿線為重點，實施新一輪市容環境綜合
整治。完善城市管理機制，充分發揮數字化管理系
統作用，落實巡查機制、嚴格考核通報，提升常態
化、精細化管理水平。

4.加強社會建設，在服務群眾、改善民生上實
現更大突破。堅持以人為本、民生為先，加大投入
、加大力度，實實在在地解決群眾關注的突出問題
，讓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區群眾。

實施新一批惠民工程。集中辦好十個方面、20
項惠民實事。加快發展各項事業，把提升公共服務
水平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落實教育優先發展
戰略，優化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發揮食品藥品安全
三級監管網絡作用，繼續推進放心食品系列工程。
加強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新增就業2.6萬人，城鄉
居民基本醫保參保率提高到94%，新增城鄉居民基
本養老保障1.1萬人。扎實做好國防動員和雙擁工作
，促進軍地共建、軍民團結。積極發展民族宗教、
婦女兒童、殘疾人、社會慈善等事業。

加強文化建設，進一步提升文化軟實力。依託
道德模範評選、全民素質提升等載體，積極開展精
神文明創建活動，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完善公共
文化設施，開展公益性文化活動，高標準籌辦2013
年天津國際馬拉松賽，發展文化產業，啟動文化產
業園規劃建設，推動壩上春秋、藍貓動漫園等重點
項目加快實施。

維護社會穩定。加快構建源頭治理、動態管理
、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加強社區規範
化建設，推進村民自治機制規範運行，發揮服務群
眾、維護穩定的基礎作用。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
加大企業生產、建築施工、消防、道路交通等重點
領域監管力度，嚴防較大事故發生。加強應急管理
，完成區級專項預案編制，開展實戰演練，提高突
發事件處置能力。

成績代表過去，汗水鑄就未來。2013年，武清
將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天津市第十次黨代會
、市委十屆二次全會精神，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堅持實施城市化為主導的率先發展戰略，上水平、
拓優勢、強實力、惠民生。確保全年實現地區生產
總值670億元，增長25%；財政收入190億元以上，
增長25%以上；固定資產投資630億元，增長26%以
上；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00元，增長15%。在建
設京津之間最具實力和競爭力地區的偉大征程中邁
出堅實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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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京津的城際鐵路連接京津的城際鐵路

居住條件大幅提高居住條件大幅提高

旅遊業異軍突起─佛羅倫薩小鎮旅遊業異軍突起─佛羅倫薩小鎮

設施農業蓬勃發展設施農業蓬勃發展

業餘文化生活豐富多彩業餘文化生活豐富多彩

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 一座座辦公樓拔地而起一座座辦公樓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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