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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严禁结党营私 严禁拉票贿选
严禁买官卖官 严禁跑官要官
严禁个人说了算 严禁说情打招呼
严禁违规用人 严禁跑风漏气
严禁弄虚作假 严禁干扰换届

换届纪律“十严禁”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我市秉持“尊重企业家、厚待
投资者、服务纳税人”理念，出台一
系列惠企暖企政策，召开企业家大
会，成立企业家协会，打造“滨周到”
服务品牌，在全市上下形成了亲商、
重商、安商的浓厚氛围。滨州企业
家真正站在了高质量发展的“C
位”。

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
企业家、来自企业家精神。几十年
来，一批批、一代代的滨州企业家艰
苦创业、勇于创新，把个人抱负、企
业成长与时代需要紧紧连在一起，
成为滨州发展的“顶梁柱”。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今年以来，
全市上下以“双型”城市建设为主引
擎，奋力推进“83”工程，全市发展呈
现出结构性、关键性、趋势性、价值
性变化。广大企业家兴实业、抓创
新、促转型，实施技术改造、产品变
革、效益提升，在富强滨州建设中不
可或缺、功不可没。

春风护航，飞舟破浪。企业家
精神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良好
环境激发出来。这几年，我市在弘

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干事创
业上不断推出新做法、新形象和新
举措。

2019年2月24日，在市“两会”
的一次合影时，市委书记佘春明将
第一排“C位”留给企业家，自己主
动站到第二排，一时引发网络热议，
引来无数点赞。

2019年9月12日，佘春明在第
一次滨州市企业家大会上说，要真
正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用心、用
情、用力培厚企业家成长沃土。我
市畅通企业家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的渠道，聘任政府经济顾问，用好“e
盏茶事”交流平台，使企业诉求第一
时间传递、第一时间解决。

第一届滨州市企业家大会召开
以来，全市上下唱响实业为本、创新
为先主旋律，引领激励广大企业家
爱国爱企、诚信守法、担当作为、开
拓创新，携手谱写了“富强滨州”建
设整体成势的崭新篇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背景下，滨州怎样战略转型、全面崛
起，如何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滨州的选择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以打造产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

“双型”城市为主抓手，推动政府、企

业、社会聚焦实业、矢志创新，共建、
共享、共赢“双型”城市，智者自信、
智创平台、智能制造、智享未来，加
速富强滨州整体成势。

我市支持企业创新研发，布局
“五院十校N基地”全域创新体系，
为企业研发搭建平台；举办渤海科
创发展大会、黄海科创高端研讨会、
企业家日等活动，支持企业提高知
名度；建立“企业出题点题、政府牵
线搭桥、高校院所参与”的合作新模
式，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
干事创业，重在实打实，重在提高政
策“执行力”，让企业家真正享受到
政策措施的“真金白银”。我市出台
《滨州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年），实施
产业优化升级行动、支持企业做大
做强行动、提升供应链水平行动等
7个专项行动；制定实施《2021年全
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导向
计划》，实施千项技改、千企转型“双
千”行动和智能化改造专项行动，助
力企业转型升级。实施上市企业培
育“种子计划”，提高企业上市奖补
标准，鼓励企业直接融资，全力助推
企业资本运营。

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关键要
培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

“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
量优、群众获得感强”的一流营商环
境。我市支持企业投资过审，构建

“零见面”企业开办流程，推行“拿地
就开工”审批模式和投资建设项目
全流程帮办代办，出台国内首部并
联审批管理规定，填写要素、申报材
料、审批时限分别缩减 42.6%、
67%、79.31%。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特殊人才”。我市
支持企业家教育健康，出台《关于进
一步做好各类人才子女入学工作的
指导意见》，向金、银、铜狮奖企业家
发放承诺书，去年共协调21名企业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入园；将优秀
企业家纳入二级保健对象范围，连
续2年组织开展健康查体，共51人
次。

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赋予了
企业家精神新内涵。全市企业家将
躬身践行“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时
代使命，传承企业家精神，创新实
干、风雨兼程，全面开启现代化富强
滨州新征程。

滨州企业家真正站在了高质量发展“C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伟伟

开栏的话：第三届滨州市企业家大会暨优秀企业旗帜广场升旗仪式即将举行。这是一年一度的滨州企业家盛会，是进
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持续激发全市企业家创新创造的强大动力和澎湃活力，加快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起势成势的重要平
台。今日起，本报推出“聚焦第三届滨州市企业家大会”栏目，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关心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第三届滨州市企业家大会聚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周阳 孙丽娜 报道）9
月24日，市政协举办“政协学堂”，
邀请山东省艺术馆原馆长高鼎铸
作“吕剧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特
征”的专题讲座。市政协主席张兆
宏，副主席吴国瑞、侯学锋、王进
东，秘书长杜建民参加活动。

据悉，高鼎铸是我省著名的戏
曲音乐理论家，博兴县人，从事艺
术工作40余年来，创作戏曲、歌舞
剧、话剧、电视剧音乐作品70余
部，出版学术专著40余篇，先后荣
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和

“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荣誉称
号。

现场，高鼎铸用生动形象的语
言、丰富详实的史料，从清代中末
叶滨州地区民间艺术的流行与传

播，吕剧的孕育与剧种的初步形
成，新中国成立后吕剧的飞速发
展，吕剧的艺术特征及其发展趋向
四个方面系统讲解了吕剧的传承
与发展。

一直以来，市政协高度重视弘
扬滨州地方文化，助力打造文化品
牌。今后，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
作者将进一步在厚植滨州文化根
基、增强文化自信上展现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发挥政协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的优势，推动滨州特色传
统文化创新发展，加大调研力度，
推出一批高水平、高质量、有影响
的建言议政成果。发挥好文史资
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
用，让更具滨州本土特色的文化走
进人民群众内心，共同汇聚起现代
化富强滨州建设的强大合力。

滨州“政协学堂”讲授
吕剧的起源和传承发展
张兆宏参加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
贵 报道）9月23日至24日，省科技
厅党组书记、厅长唐波来我市调研
科技创新工作。市委书记佘春明陪
同相关活动。

唐波一行先后实地调研了魏桥
创业集团轻量化基地新能源汽车用
高性能全铝车身及关键构件开发示
范项目、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国科天骥（滨州)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魏桥国科研究院、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等处，并召开科技创新
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上，唐波听取了“十四
五”滨州市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汇
报。他说，滨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科技工作，把创新摆在发展的核
心位置，创造性地提出并持续推动
产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双型”城
市建设，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

制、可借鉴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研发
投入强度等多项科技指标走在全省
前列。下一步，要高标准编制“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积极融入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体系，体现滨州在科技创新方面的
地位和作为，拓宽与京津地区的产
学研合作渠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系统
谋划技术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
链，强化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要
抓住机遇加快创建国家高新区，系
统谋划“十四五”期间高新区的产业
体系、科技创新。要系统优化科技
创新体系，实现厅市同频共振。要
善于打组合拳，省市县科技部门要
上下贯通，步调一致，加快完善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
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促进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构

建更加系统完备高效的创新体系。
佘春明指出，近年来，我省在推

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发展，提升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等方面实现了多项突
破，走在全国前列，滨州既是参与者
也是受益者。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滨州坚持创新的核
心地位，提出并不断深化产教融合
型、实业创新型“双型”城市建设，构
建“五院十校N基地”全域创新格
局。滨州坚持在实业基础上搞科技
创新，推动科学家、实业家、金融家

“握指成拳、深入合作”，搭建了一批
科创平台、转化了一批科创成果、引
进了一批科创人才，全市科技创新
工作与“富强滨州”建设同向发力、
同频共振。一直以来，滨州着力构
建科技创新生态，坚定科创信心，树
立科学精神，探索科创思路，集聚科
技力量，走出了一条滨州特色务实

有效的科创之路。下一步，滨州将
做好“国家战略”文章，深入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加速融入省会经济圈的科技交
流合作。坚定不移深化“双型”城市
建设，持续提升“五院十校N基地”
全域创新格局能级，推动教育、人
才、科创、产业供求平衡、深度融
通。继续做好厅市会商文章，与省
科技厅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扩大
合作成果，积极推动厅市会商取得
新的更大成效。

座谈会上，在唐波、佘春明的见
证下，省科技厅副厅长于洪文、副市
长曹玉斌分别代表省科技厅、滨州
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涵盖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关键
技术攻关等多个领域。

王进东参加相关活动。

省科技厅厅长唐波来滨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构建更加系统完备高效的创新体系
佘春明陪同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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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成瀑，声声入耳，山清水
秀。近日，连续降雨让邹平黛溪河
水利风景区于印水库迅速升级为
网红打卡点，水坝、瀑布、青山，交
相呼应，层次分明，美得让人眷
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来这里赏
景游玩，可以让市民放松身心，尽
享山水之乐。（滨州日报/滨州网记
者 田中岳 摄影）

落水成瀑美景至落水成瀑美景至
秀山丽水醉游人秀山丽水醉游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樊福军 报道）9 月 25
日，第三届海马产业高峰论坛在北
海经济开发区开幕，市委副书记、
北海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月
波出席开幕式。

张月波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
北海经济开发区海洋产业，尤其是
海马产业发展情况。他希望各位
领导和专家通过本次高峰论坛，为
北海海马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献智
献力。热切期盼各位企业家通过
此次北海之行，更加深入地了解北
海、认同北海、投资北海。北海经
济开发区将为投资兴业者提供最
优质的政务服务、最有效的政策支
持、最有力的科技平台，在携手共

进中实现互利共赢，在北海这片生
态碧海上打造产业的蓝海。

开幕式上，滨州乾元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分别与福建时珍堂医药
经营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与威
海银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海马池塘养殖示范推广协议。
本次论坛由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滨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
所、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联
合举办。论坛期间，与会的中药管
理部门、药食同源专委会领导专
家、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全国海马
产业技术联盟、药企代表等将围绕

“大健康 新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
论、对话和合作。

第三届海马产业高峰论坛
在北海开幕
张月波出席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报道）为进一步适应滨
州城市规划要求, 体现“四环五
海”城市特色，经市政府同意 ，
将主城区原“北环路”更名为“北
海大道”。

“北环路”东起“东环路”，西
迄“西环路”，总长度16200米，
宽度24米。作为我市中心城区

“四环五海”城市框架中四条城
市环路之一，于2004年 1月命
名，是原主城区北部纵贯东西的

城市主干道。
《滨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明确，我市
“主城区范围东至东海水库，西
至西海水库，南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319省道，北至济滨东高
速公路”。近年来，随着我市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主城区城市
建成区范围逐渐扩大到北环路
以北，“北环路”实质上已经成为
一条城中道路，在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基础上，经主管部门申

请，民政部门审核，市政府同意，
确定将主城区原“北环路”更名
为“北海大道”。

“北海大道”因紧邻“四环五
海”之“北海”而得名，此次更名
将更加适应城市发展需要，

“北海大道”真正成为主城区
城中主干道，呼应了“四环五
海”滨州城市特色，突出了滨
州本地风土文化，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城市品质，增加了城
市内涵和底蕴。

市主城区原“北环路”更名为“北海大道”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宵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9月24日
晚，第十四届全运会举行U20男排
决赛。滨州运动员冯朝鑫代表山
东队迎战浙江队的挑战，在前四局
打成2比2平的情况下，山东队最
终15比12赢下决胜局，拿下比赛
胜利。冯朝鑫的这枚金牌是滨州
运动员在本届全运会上的第七金。

冯朝鑫身穿山东队 15 号球
衣，决赛中替补登场。冯朝鑫是从
滨城区三河湖镇走出来的孩子，出
生于2003年，在当前的这支省队
里年龄最小，比其他队员“小一
届”，算得上是队内的“跳级生”，用

滨州市体校排球教练马振岗的话
说，冯朝鑫这次参加全运会就相当
于“高一参加高考”。马振岗在与
省队教练交流中了解到，这次带冯
朝鑫来全运会也是提前培养，让他
感受大赛氛围，为将来打基础，由
此也能看出省队对这个滨州小伙
子的重视。

据了解，冯朝鑫接触排球算是
比较晚的，初中才开始练，但是他
身体素质出众，热爱排球运动，队
员中数他练得最刻苦，所以进步也
就最快，很快就被省队教练相中，
并成为省队的“接应二传”的重点
培养对象。

滨州健儿获得第七金
冯朝鑫代表山东队出战U20男排决赛夺冠

聚聚 第十四届全运会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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