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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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王兆松 丁艳芬 报
道）上门推送政策、征集企业诉求、
现场答疑解惑、对标诊断把脉……
连日来，市科技局领导班子成员带
队分赴博兴县、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无棣县等各县区企业，开展“六
个一”服务企业活动，通过上门听
取意见、现场办公方式，深化科技
服务“对标诊断提升”行动，助力企
业快速提质升级。

其间，在京博化工研究院开展
了京博专场政策推介，市科技局主
要负责同志就成果转化、科技攻
关、创新券兑现等工作，与企业相
关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现场答疑
解惑，并针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出路
径对策建议。在鑫宏数控科技、滨
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市科
技局专业服务小分队一行参观数
控设备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主要
产品的技术创新路线及成果转化
应用、市场前景等方面的情况，并
围绕创新券、企业融资、技术研发、
技术合同、科技成果等进行现场政
策推送和指导。记者了解到，在科
技服务“对标诊断提升”行动中，市
县科技部门了解到山东辰智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人
才、资金难题，积极协调安排专人
指导企业成功入围第十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山东赛区暨 2021年

“建行创业者港湾”山东省中小微
企业创新竞技行动计划，并荣获

“成长组优胜企业”称号，指导企业
成功申报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帮助企业
联系金融机构协调发放科技成果
转化贷款340万元，解了企业燃眉
之急。在十里香芝麻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市县科技局指导企业成功
申报了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并帮助申请
研究开发补助资金35.63万元。

据悉，根据全市“六个一”服务
企业活动安排，市科技局研究制订
了《关于开展“六个一”服务企业
活动 深化科技服务“对标诊断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围绕企业
诉求和问题解决，按照“专人、专
业、专职”的原则，建立科技服务
企业小分队，主动下沉基层一线，
根据企业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机动
服务”，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
难点、堵点“把脉问诊”，对涉企疑
难问题“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研
究解决。同时，优选涉企工作经验
丰富，熟悉相关产业行业政策的优
秀业务骨干组建市科技局惠企政
策宣讲团，按照破解“卡脖子”技
术难题、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强
化高层次人才供给、畅通技术转
移转化渠道、创新券专项等不同
领域，成立 5 支政策宣讲队伍，
陆续赴各县市区开展针对性政策
宣讲推介，着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推动科技服务“对标诊
断”行动走深走实。

市科技局开展“六个一”服务企业活
动，深化科技服务“对标诊断提升”行动

科技服务企业小分队
“一企一策”把脉问诊解难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通讯员 刘江雪 报道）11
月25日，记者从在滨州召开的
全省住房公积金行业加强基层
基础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我市
在全省率先建立县（市、区）公
积金联席会议制度。

近年来，在省住建厅的领
导下，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创新推进基层管理部规
范化标准化建设，构建起管理
规范、运行高效的基层管理机
制，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搭建了管理部与县（市、区）分
管领导沟通渠道，实现了与县
直部门负责人进行工作交流
对接的程序化、制度化，推动
了基层归集扩面工作从“点的

突破”迈向“全面提升”，基层
基础更加扎实。滨州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全国率先
完成首笔住房公积金（期房）
贷款“零跑腿”业务，全市新增
职工缴存人数增幅、新增归集
额增幅分别列全省第一位、第
二位。

从“单打独斗”转为“联合作战”

我市在全省率先建立
县（市、区）公积金联席会议制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邱
芹 通讯员 樊福军 报道）2021年，
是北海经济开发区第二个十年创业
期的起点之年，年初，北海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提出了建设“高强活优
清”现代化新北海的发展定位，确
定了在全省开发区考核中“保二
争一”的奋斗目标。11月 23日至
24日，北海经济开发区组织70多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对全区13个重
点项目进行了观摩，以促进各部
门相互比较、学习、借鉴，形成

“比、学、赶、超、帮”的长效机制，
从而坚定打赢“保二争一”收官战冲
刺决胜的信心。

记者跟随观摩采访，最直观的
感受是13个项目现场到处洋溢着

“大快干上”的激情，到处涌动着科
技创新无穷力量，北海人对于发展
的热情逼退了突来的冬日寒潮！正
如滨州市委副书记、北海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张月波所言：北海已
进入到一个新的大开发、大投入、大
发展、大建设的时期。

世界高端化工产业基
地在北海已然成型

2019年6月，位于北海经济开
发区的滨州临港化工产业园获批第
四批省级化工园区。时过两载多，
在这次观摩中，记者看到，世界高端
化工产业基地在北海已然成型！在
北海辖区，从南到北，一个个现代化
的高端化工项目巍然雄起。

北海经济开发区坚持谋划在
先，立足“零碳”园区建设，迅速调整
主攻方向，聘请中国石化联合会专
家团出谋划策，明确轻烃综合利用、
绿色化工新材料和高端电子化学品
三条重点产业链。

以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碳
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为龙头，以
LPG为原料，向下游延伸重点发展
甲基丙烯腈、丙二醇、聚醚多元醇、
聚氨酯材料等上下游化工新材料产
业的“气头化尾”产业链；以渤中
19-6油气分离项目为龙头，以低碳
烯烃和凝析油为原料，重点发展环

氧乙烷、聚乙烯、聚丙烯、丁腈橡胶
等上下游化工新材料产业的“油头
化尾”产业链；以裕能化工、韩国载
元超净高纯NMP项目为龙头，以天
然气为原料，重点发展N-甲基吡咯
烷酮、碳酸二甲酯、PBAT可降解塑
料等上下游产业的高端电子化学品
产业链。

围绕以上3个主导产业链条，
北海经济开发区进一步谋划年产
30万吨聚丙烯、年产40万吨聚醚多
元醇、年产25万吨PMMA等51个
重点招商引资推介项目。

产教融合跑出了“加
速度”

观摩中，记者也看到了多家新
落户的高科技特色化工企业，如
2021年6月成立的滨州鑫程新材料
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氧化铝生产
企业流程除杂净化技术研究。公司
利用滨州信和新材料有限公司除杂
滤饼提取有价钒金属，精制偏钒酸
铵等产品；其在建4000吨/年偏钒

酸铵生产项目计划2022年 2月建
成投产，将成为国内名列前三的偏
钒酸铵生产企业，可实现年产值4
亿元。为推动国家储能发展，企业
成立了钒电池用偏钒酸铵事业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钒电池已经
被公认为最佳的储能电池。另一家
在建的滨州科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将于明年6月底建成达产，其主要
产品——活性氧化铝，将占据60%
多的国内市场。

在山东魏桥海逸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记者了解到，该公司科研团队
经过不懈的科研攻关，突破了赤泥的
大规模路基利用技术。该技术成果
通过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山东
省住建厅、山东省交通厅等多个权
威部门评估鉴定，技术可靠、环保
可行、经济合理，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填补国内空白，可广泛应用于
公路铁路、市政道路、港口货场和
建筑基础等工程。项目由程钰博士
领衔科研团队历经十年实现科研攻
关。(下转第二版）

大观摩助力打赢“保二争一”收官战
北海经济开发区对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以促进各部门相互比较、学习、借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
飞 通讯员 王霄凡 张宁 报道）近日，
中国工商银行滨州渤海支行成功为
某一小微企业办理全市首笔“国担
快贷”300万元。截至目前，工行滨
州分行共办理“国担快贷”2笔，累
计放贷金额400万元。

“国担快贷”业务是工商银行总
行联合国家担保基金按照经营快贷
业务有关标准筛选商户贷、结算贷、
税务贷等场景纳入“总对总”批量担
保合作框架，通过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省再担保公司—地方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三级体系提供增信，在
线办理的批量融资担保业务，担保

机构“见贷即保”，改变了传统的多
重调查、担保、审批模式，缩短了审
批链条，增强了企业融资便利性和
获得感。

“国担快贷”业务开展是普惠贷
款发展的新趋势。工商银行总行将
经营情况良好、在银行结算量高的
优质中小微企业纳入“国担快贷”
白名单，各支行普惠金融部根据
企业需求和白名单推荐额度来受
理客户的贷款业务。工商银行总
行首批纳入的场景包括商户贷、
结算贷、税务贷、泛交易链、代缴税、
用工贷等。

据了解，该业务的办理流程为，

首先由银行发起白名单确认申请；
待白名单确认后，贷款企业通过企
业网银线上缴纳担保费至指定账
户；最后，贷款金额直接提款到企业
对公账户。整个流程全线上操作，
快捷便利，手续简洁。

“国担快贷”作为普惠贷款的一
个新产品，其主要优点是：第一，全
流程线上操作，企业可享受到足不
出户即可申请贷款金融服务，大大
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提升了金融服
务品质。第二，由山东省普惠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企业
不再需要提供房产、土地等抵押物，
只需每年缴纳贷款金额百分之一的

担保费，即可办理贷款。第三，贷款
质量有保证，工商银行根据客户的
结算量、纳税、经营等多种情况给出
推荐企业和额度，企业均为本行持
续经营的优质客户，企业质量相对
较好，贷款风险把控度高。

工行滨州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大力发展“国担快贷”业务，是贯彻
落实国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
借助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缓释作用
和银行服务体系优势，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的又一项新举措，下一步将
展开精准营销，将“国担快贷”这一
普惠贷款迅速推广至有需求的客户
群体。

优质中小微企业再添融资新渠道

工行滨州分行推出“国担快贷”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今日导读

风雨偕行共筑梦
同心同德谱华章

——滨州市各民主党派五年工作回眸

全文见第五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伟伟 通讯员 王涛 耿延云 报道）
11月25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下发《关于公布2021年山东省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名单的通
知》，我市10家企业进入智能工
厂和数字化车间名单，入选数量
位列全省第五，其中智能工厂4
个与威海市并列全省第四。

经企业申报、滨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通过推荐、省专家评审
等程序，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智能化工厂”、华纺股份有
限公司“服装面料车间智能绿色
工厂”等4个工厂确定为2021年
山东省智能工厂；滨州盟威戴卡
轮毂有限公司“铝合金轮毂智能
数字化车间”、滨州亚光家纺有限

公司“数字化智能染色车间”等
6个车间确定为2021年山东省数
字化车间。

近年来，我市着力为企业搭
建智能制造产学研融合平台，支
持骨干企业积极争取国家级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省级智能工厂和
数字化车间、省级智能制造标杆
项目，并出台了《滨州市智能工
厂和数字化车间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累计认定了市级智能
工厂20家、数字化车间20家。

下一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大力
实施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支持
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
间，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以工业互
联网赋能企业快速发展。

我市10家企业入选省级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名单
入选数量位列全省第五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报道）11 月 25 日，我市召开
2022年度全市重点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
委有关文件要求，对2022年度我市
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认领任务，明确时限，压实责任，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重点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和省委、市

委的要求，《人民日报》、《求是》杂
志、《大众日报》、《滨州日报》等是我
市 2022 年度党报党刊的发行重
点。各级党委（党组）要根据市委下
达的发行计划，抓紧研究措施，分解
发行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各
部门一把手作为重点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落实、
抓检查、抓督促，确保重点党报党刊
订阅任务、订阅范围、订阅经费“三

落实”。
会议强调，重点党报党刊是我

们党重要的执政资源，是中央和省
委、市委指导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
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主导
和引领作用。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全力以赴扛起
政治责任，执行好、落实好党报党刊
的订阅工作，做到思想上认识统一、
政治上清楚明白、行动上果敢迅

速。对那些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县
市区或部门，要约谈主要负责人。
从12月6日起，市委宣传部将对没
有如期或如数完成党报党刊订阅任
务的单位进行不间断督促。希望通
过齐心协力，协作配合，圆满完成
2022年度全市重点党报党刊发行
任务，向市委交一份合格答卷。

认领任务 明确时限 压实责任

我市安排部署
2022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进社区六中全会精神宣讲进社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

晓 通讯员 刘志 刘文勇 报道）11月
25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滨城区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在北镇街道玉龙湖社区开
展了“滨滨有理”——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首场专题宣讲暨启动仪
式。

活动中，来自区委党校、区税务
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杨柳雪不忘
初心党性教育基地的宣讲员以一个
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典型为依托用心
宣讲阐释全会精神。宣讲活动还以
京东大鼓、现代京剧、舞蹈为表现形
式，充分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党和祖
国的热爱之情，进一步增强了宣讲
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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