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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董兆瑞 报道）近日，由
全国工商联机关报《中华工商时
报》主办的2020年度中国民营经
济十大新闻事件、2020年度中国
民营经济十大新闻人物评选结果
揭晓。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波入选十大新闻人
物，位列第5位，是山东省唯一
一位入选的民营企业家。

据悉，2020年张波带领魏桥
创业集团实现年营业收入2970
亿元，同比增长6.07%；利税实现
226.7亿元，同比增长46.3%。高

端产品、高附加值，成为魏桥创
业的最大盈利点。1999年进入
集团以来，张波直接推动了魏桥
纺织的成功上市，参与领导了铝
电板块的崛起。近年来，张波带
领魏桥创业集团加快轻量化基
地建设，打造中国最大的全流程
汽车轻量化研发制造基地和世
界领先的铝制轻量化材料研发
中心，使魏桥创业一举成为中国
最大的实体企业之一。

近年来，滨州市围绕推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
济人士健康成长，出台了《弘扬

企业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企业家
队伍的意见》《关于持续深入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措施，召开企业家大会、设立优
秀企业旗帜广场、举办“滨州企
业日”等活动，打造“滨周到”政
务服务品牌，搭建“e盏茶事”

“助企驿站”平台，“尊重企业家、
厚待投资者、服务纳税人”的氛
围日益浓厚，一系列直达企业、
直抵人心的政务服务和体制机
制创新政策，使各类市场主体的
发展信心和活力持续增强，企业
得以“茁壮成长”。

张波入选2020年中国民营经济
十大新闻人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林
忠 通讯员 张明问 王洪磊 报道）辛
丑牛年已至，作为中国第一“牛”县
的阳信，将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
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三
牛精神”，重点做好“六篇文章”，头
拱地、往前冲，奋力夺取开门红。

聚力实体经济，增强
发展后劲

抓好项目招引落地。依托现有
60万吨原铝产能以及高品质铝棒、
铝锭和电力价格、运输成本低优势，
加快高端铝项目落地步伐；依托京
阳科技、滨阳燃化针状焦等产品，建
设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依托滨阳
燃化工业白油产品及周边丙烯、片
碱等原料，招引丙烯酰胺项目等。

强化项目谋划建设。储备省新
旧动能优选项目、省乡村振兴重大
项目。加快万华、中广核等项目建
设，推进卓越（阳信）、中金高科2个
产业园建设，支持长威电子产业链

延伸项目加快推进，加快华煜新材
料等项目建设，打造医疗器械、人工
智能等特色装备制造集聚区。

聚集项目要素资源。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建省
市科技创新平台；深入推进“3511”
工程，推动普惠金融超市创新发展；
建成标准厂房20万平方米；年内确
保“四个一批”在库项目数量不低于
200个。

聚力乡村振兴，创出
品牌模式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充分释
放“人地钱”三要素活力；加强农村
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生力军；激活承包
地、四荒地、集体建设用地“三块
地”，强化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着力
稳定粮食生产。

做优特色产业。立足“牛优
势”，做好“牛文章”，建设牛文化展

览中心；开展鲁蒙黑牛繁育工程；搭
建国家级肉牛产业园数据平台；通
过“一品一码”，实现牛肉质量全程
溯源；规划建设阳信梨产业发展研
究中心，打造专属阳信鸭梨的创意
IP；推进水落坡特色小镇项目建设，
打造“木艺文创+住宿餐饮+旅居康
养+研学培训”为一体的民俗文化
服务业。

繁荣乡村文化。统筹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持续开展以送
图书、送戏、送电影下乡“文化三送”
为主题的文化惠民服务工程；推动
鲁木匠文化产业园旅游项目提档升
级。

聚力普惠共享，提升幸
福指数

解决民生需求。强力推进综合
教育园区、二中扩建工程等重点项
目；城镇新增就业2600人以上；县
人民医院外科病房楼等力争完成主
体工程；持续抓好清洁取暖和集中

供热；规范发展公益性墓地和骨灰
堂。

织密保障网络。改造提升城
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启动乡镇
办养老院提档升级工程，润泽养
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强化农村
幸福院和孝善食堂管护；积极构
建“e家大救助”和“1+3+7”儿童关
爱体系。

巩固脱贫成果。保持主要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优化、调整、延
续“两不愁三保障”和产业扶贫发
展等现有政策，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机制。

强力实施好农村饮水安全、西
部乡镇灌溉能力、道路畅通提升以
及城乡公交扩网等幸福阳信民生实
事提升行动，让城乡居民更多更公
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彰显发展“温
度”，提升幸福“质感”。

（下转第二版）

发扬“三牛精神”做好“六篇文章”

“牛”县阳信牛年奋蹄往前冲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近日，省人社厅公布
了 2020 年度省级(乡村振兴)专
家服务基地考核结果。我市的

“山东生态纺织技术创新中心”
获评省级专家服务基地优秀等
次，为参加考核的 30 家省级基
地中 9 家优秀等次之一。“滨州
市粮食产业经济协会”获评省级
优秀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为
参加考核的39家省级基地中10
家优秀等次之一。

此次考核聚焦落实全省“双
招双引”决策部署和脱贫攻坚重
点任务，推动构建“产业+人才”

“平台+生态”“技术+赋能”的专
家服务基地集群发展格局，是在
柔性引才用才、成果转化落地、
科技创新突破、辐射带动周边地
区发展等工作成效方面做出的等
次评定。

滨州市将以此次考核为契机，
充分发挥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
务基地引进开发高端专家资源的
骨干平台作用，着力集聚更多优质
专家，不断探索拓宽专家服务领域
和渠道，推动专家服务基层制度
化、常态化，助推基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我市两家单位获评省级
(乡村振兴)优秀专家服务基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史贝贝 张志鹏 报道）为满足
服务企业的用工需求，帮助企业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市派
无棣县民企高质量发展服务二队，
充分发挥人社、人才部门职能优
势，依托无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于2月18日举办了“民营企
业促就业、就业服务促发展”专场
网络招聘活动，将线下招聘转为

“云招聘”，为企业和劳动者搭建起
对接平台和就业桥梁，按下复工复
产“快进键”。

前期，为摸清企业生产经营现
状，无棣民企服务二队深入企业调
研，了解到天颐康、北方创信、十里
香、卢斯得、智诚农牧用工需求有
较大缺口，成为当前企业发展亟
须破解的瓶颈。企业“点菜”，服
务队按“菜单”“做菜”，立即召开
工作会，开展集中分析研判，最
终决定依托无棣县人社部门，发
挥职能优势为企业开展专项招
聘活动，确定活动主题，梳理汇
总企业用工岗位，依托服务队公
众号及时推送企业相关信息，组
织企业参加专项活动，为企业提
供针对性服务，以高效优质服务
检验工作成效。

同时，此次招聘会，作为无棣
县“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暨

“春风行动”专项网络招聘会其
中的一个专题，是无棣县人社局
结合疫情防控实际，为解决城乡
劳动力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返乡农民
工就业而开展的线上招聘活动，
县总工会、扶贫办、妇联、团县
委、残联以及淄博市临淄区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等部门共同
参与。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设一个主
题页面，内设两个招聘专区，一是
与无棣县民企服务二队举办民
营专场；二是与临淄区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举办扶贫专
场。为扩大知晓度和参与度，无
棣县人社局充分运用县政府官
网、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媒体发
布招聘会预告广而告之，共吸引
用人单位 97家，岗位 236 个，其
中民营专场参会企业 45 家，岗
位130个；扶贫专场参会企业达
13 家，岗位 64 个。截至 2 月 20
日，求职人次1106人，初步达成
意向532人，线上点击率达22465
人次，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线
上招聘不停站、就业服务不断线”
的氛围持续增强。

“云招聘”为企业复工复产
按下“快进键”
无棣民企服务二队帮助企业满足用工需求

审批有矩 服务无距

“滨周到”帮办代办服务的邹平路径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刘娜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
成长。”“当好贴心‘店小二’，服务企
业零距离。”走进邹平市帮办代办会
客厅，迎面而来的无声允诺令人如
沐春风。这里，致力于以“滨周到”
服务营造的便是投资兴业者的

“家”——把你的“心头事儿”当作
“己任”，并以“卓越”为目标，“主动”
服务，让难题“有解”。

审批有矩，服务无距。邹平市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规范审批
行为、优化流程设计、强化制度供
给、压实责任主体，开发“全领域、全
流程”帮办代办系统，构建“全员参
与、专班跟进、主动服务、一帮到底”
的帮办服务体系，满足线上帮、掌上
帮、接力帮、定制帮、跟踪帮、贴心帮
等6大帮办需求，大大便利了企业、
群众，提升了政府行政效能。

“全领域·全流程”帮
办代办变“求我办事”为
“我要服务”

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充
足的阳光雨露。邹平市的帮办代办
服务就是从每粒种子的落地开始。

2020年9月26日，全球领先的
汽车拆解公司德国顺尓茨环保集团
与魏桥创业集团成功签约中德宏顺
循环科技合作项目。10月14日，企

业代表到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
接手续办理。

令企业方意想不到的是，此时，
一个由局长担任组长、分管领导和
业务骨干组成的帮办专班已经以

“店小二”姿态“翘首以待”。对接会
上，专班所有成员的帮办分工和联
系方式交给企业，并建立项目帮办
代办服务工作群，确保最专业的工
作人员随时、随地解决企业遇到的
问题，全力做好服务。

“现在各地都在开展流程再造，
每个地方的手续办理流程、所需材
料不尽相同，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
一张流程图。”项目手续负责人含蓄
地提出这一需求。

“您放心，我们已经准备好，会
后根据您这次介绍的情况完善好后
马上发给您。”

原来，帮办专班人员在企业代
表来之前，就牺牲休息时间研究该
项目在用地、规划、施工许可等方面
的事宜，量身制定了《项目审批明细
表》和《项目审批流程图》，详细梳理
出涵盖项目立项备案、环评、营业执
照、土地使用证在内的10个事项的
手续办理流程，明确手续办理的责
任单位及经办人、服务指南、材料清
单，透明化工作步骤，使企业清楚下
一步该干什么、跟谁对接、准备什么

材料。
“请问邹平可以做核酸和抗体

报告吗？”中午下班时间，企业人员
在帮办群里提出疑问。

“可以，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疾
控中心、妇保院都可以。”专班副组
长立即作出了答复。

提前介入、主动帮办，精准对
接、定制服务，事无巨细、随时帮办
……在依法依规基础上，全流程、全
时段跟进帮办，邹平市用最短时间、
最快捷方式办理完手续，给企业落
户邹平吃下“定心丸”。

据统计，邹平市“全领域、全流
程”帮办代办实施以来，承担着深化
流程再造、营造一流环境的改革先
锋重任，通过持续实践、总结、完善
和提升，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已与
全部省市县重点投资建设项目建立

“扁平化工作专班”帮办模式，累计
成立专班66个，统筹推进投资建设
项目审批事项 855 个，涉及资金
1000多亿元，帮办便民事项3000
多件。

“以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现象的背后其实是行政权力的垄
断和服务意识的淡薄，这既影响了
政府形象，也不利于地方发展。邹
平主动打破‘信息壁垒’，变‘求我办
事’为‘我要服务’，就是要营造一个

风清气正、活力四射的产业新城，以
新动能、新格局打通造福于民的‘最
后一米’。”邹平市委书记皮台田表
示。

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
入帮办范围，实现“全员参
与、专班跟进、主动服务、
一帮到底”

2020年5月，邹平市在全省率
先、全国领先建成并运行“全领域、
全流程”线上帮办代办系统；6月，
全市“全领域、全流程”帮办代办工
作启动暨市行政审批帮办代办服务
中心揭牌；12月，邹平市帮办代办
会客厅打造完成；2021年1月，开展

“星帮办”评选，“一窗受理、一站服
务、一章审批、最多跑一次”便民为
民政务审批服务不断开启“新篇
章”……

邹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赵东说：

“我们怀着‘把企业服务放到离市场
最近的地方，把民生服务放在离群
众最近的地方’的初衷，通过服务事
项一窗办、网上办、就近办、简化办、
舒心办、督着办‘六办探索’实现减
材料、减证明、减环节、减时限、减费
用、减焦虑‘六减成效’。”

（下转第二版）

企业生产忙企业生产忙
冲刺开门红冲刺开门红

近日，位于滨州高新区的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各车间里一
派繁忙，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赶制生产订单，力争实现新
春“开门红”。（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张春峰 摄影）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辉王辉 程海莉程海莉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客观反映中国县域网
络购买力状况的“2021中国县域
网络购买力百强榜”日前出炉。其
中，我市博兴县上榜，位列第 17
位。

百强榜中共有22个省份的县
域榜上有名：江苏省、浙江省各22
个，这2个省份成为中国县域网络
购买力最优省份；广东省10个，福
建省、山东省各7个，这3个省份构
成中国县域网络购买力的第二梯
队；湖南省4个，河北省、河南省、
江西省、四川省、云南省各3个，广
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各2个，安
徽省、甘肃省、黑龙江省、湖北省、
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陕
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1个，

这17个省份构成中国县域网络购
买力的第三梯队。

随着未来互联网和物流等
基础设施的发展，网络购物的优
点更加突出，日益成为一种重要
的消费形式。县域拥有巨大的
消费人群，是中国网购消费的新
增长点。网购在一定程度上缩
小了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发展
水平差异，改善了商品流通体
系，弥补了一二线城市和县域地
区消费环境的鸿沟，刺激了内需
增长。能够预见的是，网购还将
更大地释放中国广大县域地区
的消费潜力，县域地区将是未来
网络零售以及整个经济市场的
另一片蓝海。

2021中国县域网络购买力百强榜出炉

博兴县上榜位列第17位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为贯彻落实《标准化
法》和《山东省标准化条例》，推进
我市标准化战略的深入实施，近
日，我市下达了2021年市级标准
化建设项目，这是我市首次开展市
级标准化项目建设工作。

此次下达的市级标准化建设
项目共有28项，包括试点项目和
示范项目，涉及农业农村、工业、服
务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多个
领域。

滨州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
此次市级标准化项目建设工作，围
绕我市特色优势产业，深入调研，
主动服务，帮助企业充分挖掘自身
特点，开展项目征集、申报指导和
项目审核等工作。下一步，滨州市
市场监管局将对获批项目承担单
位加大帮扶指导力度，通过标准化
建设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以标准
提升质量，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增
添活力。

我市下达首批
市级标准化建设项目

今日导读

胡集书会开启“云”展播 线上再造曲艺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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