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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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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报道）1月19日下午，市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市纪委监
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2021年
度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市委常委同
志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法
院、市检察院党组书记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情况。市委书记宋永祥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1
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新
时期的管党治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要强化领悟力，旗帜鲜明讲
政治，深刻领悟我们党在极不平凡
的一年中创造的极不寻常的成就，
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坚定历史自信，牢记“国之
大者”，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
化组织力，服务大局促发展，坚持以
党的建设统领一切工作，抓实组织

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带领
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
先锋队、排头兵。要强化执行力，从
严治党抓队伍，强化数据思维、品牌
思维、底线自觉，做到看准、想透、干
实，让“战抢拼”成为作风常态，“干
算报”成为干事自觉，争第一、创一
流、树品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党组和
市纪委监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动力，真担当、真履职、真作为，各
项工作卓有成效；各常委和负责同志
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提站位、带
好头、作表率，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今年是党的二十大
召开之年，也是我市开创更高水平
富强滨州建设的关键之年，要以抓
党建、强党建、硬党建为统领，坚持
在工作中找问题，党建上找原因，改
革中找办法，不断把各项工作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要把牢政治方向，旗

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做到提高政治
站位、站稳政治立场、确保政治安
全。要扛牢责任担当，落实好“四责
协同”，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党委（党
组）要树牢抓好从严治党是本职，不
抓从严治党是失职，抓不好从严治
党是渎职的理念，把管党治党责任
一贯到底；全面履行监督责任，纪委
监委要充分运用“四种形态”，严格
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
督；全面扛起第一责任，市委常委和
各党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全面
压实一岗双责，党委（党组）领导班
子成员要树牢管行业就要管从严治
党、管部门就要管从严治党、管业务
就要管从严治党的理念，履行好“一
岗双责”，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树牢实干导向，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要发挥监督保障作用，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向上、向善、向好；市政府
党组要发挥推动发展作用，统筹抓
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疫情防控、
安全稳定、风险防控等各项任务，推
进“双型”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升级、
双招双引等重点工作；市政协党组

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广泛凝聚各
方智慧力量，为高质量发展献策出
力；市纪委监委要发挥反腐倡廉作
用，探索构建监督体系，深化干部队
伍作风建设，优化政治生态；市法
院、市检察院党组要发挥法治保障
作用，树牢“跳出本业看本业，跳出
本业干本业”思维，聚焦社会之需、
民众之盼，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委常
委和各党组书记要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模
范落实好“一岗双责”。要守牢纪法
底线，做到严明纪律，自觉学党章、遵
党纪、守国法；严抓作风，狠抓“四风”
纠治，严肃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推诿扯皮等问题；严惩腐败，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系建
设，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

会议要求，当前要抓好筹备市
党代会和“两会”、经济发展、安全生
产、疫情防控、走访慰问、节日值班
值守、廉洁过节等工作。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和支
撑。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扭住
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凝
心聚力抓发展、促转型。2022年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存量
变革、增量崛起，做好“战新转型”“强
企培育”“三产融合”三篇文章，积极构
建战新产业引领、先进智造业支撑、现
代服务业协同的产业体系，变产业基
础优势为现代产业体系。

做好“战新转型”文章，就要狠
抓基础再造、产业策源、建链补链，
着力培育壮大轻量化新材料装备
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医药医疗器
械、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五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塑升级食品、家
纺服装、医养健康、现代海洋、现代服
务五大优势产业，优化提升化纤绳
网、智能厨具、金属板材、通用航空、
渔网加工五大区域性特色产业。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
经济工作提出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坚定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信心。”山东
滨州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桑波说，安琪酵母致力于深
耕食品发酵行业，为提高食品发酵行
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而做着不懈努力。
围绕企业转型，安琪酵母近年来一

直在积极谋划，在产品升级方面做
着努力探索。公司发现，酵母富含丰
富的营养物质，通过对酵母的深加
工，可以生产出替代食盐的调味料，
可以提取一些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
的微量元素。此外，酵母作为优质的
蛋白资源，可以开发出应用于医养
健康产业的产品。这都将是公司下
一步转型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

山东滨州恒迈尼龙化纤制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邢迈表示，过去，公司的
化纤绳网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为建筑
安全网，而现如今，公司产品已经拓展
到体育、农业等行业领域。接下来，公
司将继续优化提升产品性能，在应
用方面向更多行业领域迈进。

邹平市委书记吕明涛说，2022
年，邹平市将锚定轻量化、绿色化、科
技化方向，提升高端铝业；加快打造
国际领先的智能纺织产业基地、国
家高端稀土轴承钢保障基地、国家粮
油创新发展示范基地，提升传统产
业；构建集中试、制药、医疗器械于一
体的新医药园区，打造碳材料生产基
地，加快布局新基建，壮大“四新”产业。

做好“强企培育”文章，就要加
快打造一批“领航型”企业，优选“专
精特新”重点培育企业，分产业、分

层次培育“瞪羚”“独角兽”和“单项
冠军”企业。持续推进“千项技改、千
企转型”，实施能效标杆企业培育工
程，加大重点行业节能减碳降耗技
术改造。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道臣认为，“强企培育”，就是
通过实施“千项技改、千企转型”双
千行动，加快推动主导产业向“战
新”产业转型，传统产业向优势产业
升级，引导鼓励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品牌塑造、产品升级，不断提高企业
核心竞争力，从而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的发展创新力。

王道臣表示，2022年，市工信
局将认真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规划，强
力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三
年行动计划，在现有391家国家级、
省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的基础
上，继续优选400家以上“专精特新”
重点培育企业，通过专题培训、特色
化服务、一对一诊断把关等方式，帮
助企业量身定制成长方案，集聚服
务资源支持企业强弱项、补短板，不
断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着力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做好“三产融合”文章，就要积
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推动科
技服务、工业设计、金融保险、商务会
展等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跃升，补
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依托产融综合
服务中心，加快引进基金投资、供应
链金融、区域金融总部等机构，助力
企业实现上市、“新三板”挂牌。

市委副秘书长，市国资委党委
书记、主任王天祥说：“2022年，市
国资委将抓好资本运作，由财金集
团发起设立百亿元规模的‘新能源
产业基金’，由国投集团发起设立百
亿元规模的‘十强产业’发展母基
金，通过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助推滨
州产业发展。同时，做足上市公司文
章，依托参股、控股的上市公司，通
过定向增发、资产重组等，推动资产
证券化。”

2021 年 1-11 月份，我市“战
新”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17.7%、40.2%，产业转型塑造
起经济发展的新优势。2022年，我
市将高举产业发展大旗，既要把住
增量关，又要把住存量提升改造关，
在推动各项工作走在前、干在先、落
在实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加快发展。

变产业基础优势为现代产业体系
——聚焦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伟伟 裴庆力 刘青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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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临
近，冰雪运动成为市民冬季休闲娱
乐的首选活动。1月15日，在沾化
区青山假日公园滑雪场，家长与孩

子们一起体验冰雪运动，尽享冰雪
运动带来的乐趣。（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贾海宁 崔琳囡 摄影）

尽享冰雪运动乐趣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王仪 通讯员 李珊 常仰伟
报道）1月19日，滨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
滨州分行联合举办住房公积金
网上征缴启动仪式。通过滨州
公积金网上服务厅，缴存单位
可直接线上办理公积金相关业
务，企业财务人员不用再每月
到审批大厅办理相关业务，实
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同时兼顾企业经营成本，

减免了有关电子证书及缴费手
续费，有效减轻了中小企业负
担。

据了解，为促进全市住房公
积金服务水平提高，滨州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与中国农业银
行滨州分行合作建设住房公积
金网上征缴系统。滨州市住房
公积金网上征缴是体现全市公
积金系统“放管服”的重要工作，
也是全省公积金系统内创新试
点工作，是全市乃至全省公积金

系统“放管服”改革的创新举
措。据介绍，双方联合研发的住
房公积金网上征缴系统，支持缴
存单位使用17家主流银行的企
业网银，实现一站式公积金业务
线上办理。

截至 2021年底，滨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全市31.49
万名职工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
265亿元，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
135亿元，共为7.34万户家庭发
放住房公积金贷款206亿元。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实现网上自主缴纳
市住房公积金联合滨州农行助力缴存单位实现一

站式公积金业务线上办理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
春贵 报道） 1月19日，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李春田到高新区愉悦
生命科技馆调研。

在愉悦生命科技馆，李春田听
取了黄河谣·生态健康城规划建设
情况介绍，参观了科技馆沙盘模
型、产品展示区，鼓励企业进一步
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推进市场
化运作，打造医养健康产业品牌，
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李春田强调，医养健康产业
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产
业、朝阳产业，要切实树牢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良好

环境，完善要素供给，优化延长
产业链条，推动医养健康产业升
级。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借鉴
先进理念经验，推动技术技能创
新，为医养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产业
和关键领域，加快培育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构建协同发展的现
代产业体系，推进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

据介绍，愉悦生命科技馆是
一座融合了生命主题展示、医康
养科技研发、工业旅游、商务交
流等综合性、开放式的科技展馆。

王进东参加活动。

李春田到高新区调研时强调

打造医养健康产业品牌
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
飞 通讯员 刘川慧 报道）据滨州海
关统计，2021年，滨州市外贸进出
口1023.1亿元，历史首次突破千亿
元，居山东省第10位，较上年同期
（下同）增长24.4%。其中，出口高
位运行，全年累计462.1亿元，增长
41.2%，12月份当月出口46.6亿元，
为连续第18个月正增长；进口稳定
上行，全年累计 561 亿元，增长
13.3%，12月份当月进口60亿元，
实现自3月份以来连续10个月增
长，部分月份表现亮眼，2021年年
内4次单月突破50亿元大关。

企业经营活力持续释放。滨州
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培育外
贸主体，民营企业凭借对市场风险
敏感度高、灵活性强等优势，展现
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在滨州
外贸中的主力军地位更为稳固。

2021年，滨州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800.9亿元，增长37.1%，占进出
口总值的78.3%，比重较2020年
同期提升7.3个百分点。同期，国
有企业进出口 120.4 亿元，增长
14.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8亿元，下降23.5%。

2021年，滨州市进出口企业
数量达到930家，其中247家为新
开埠企业，占全市企业数量的
26.6%。进出口额破百万元的企业
达623家，同比增加了79家。前
10强企业合计进出口530.7亿元，
占全市外贸总值的51.9%，其中9
家企业同比增长，涉及行业主要为
炼油、炼铝、纺织、大豆加工。

省内货源地持续改善，跨境电
商发展趋稳。2021年，滨州市省
内货源地达到91.5%，其中12月
货源地达到94%，达到年内最高

值。全年以跨境电商模式出口达
24.2亿元，跨境电商从业企业61
家，其中以9710模式（跨境电商
B2B直接出口） 规模最高，达到
18.7亿元，占77.3%；9月份出口
6.3亿元，创跨境电商模式单月出
口新高。

主 要 贸 易 市 场 总 体 增 长 。
2021年，滨州市前十大贸易市场
中6成实现正增长，其中巴西、美
国、几内亚居前3位，分别进出口
144.5 亿元、95.5 亿元和 90.9 亿
元，分别增长14.4%、26.5%和下
降11.1%，合计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32.3%。2021年，滨州市地炼企业
进口原油向挪威、伊拉克转移趋势
明显，分别增长105.7%、397%，
带动上述两国跃升至滨州市主要贸
易市场的第 4、第 7 位。此外，对
RCEP 贸易伙伴国家外贸进出口

210.5亿元，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
进出口324亿元，分别增长5.4%、
32.3%。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和钢
材为滨州市最主要出口品类。
2021年，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出口105.5亿元，增长18%，占全市
外贸出口总值的22.8%；钢材出口
104.7亿元，增长45.4%，占全市外
贸出口总值的22.7%；同期家具及
其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分别增长
128.1%、98%。

原油和农产品为滨州市最主要
进口品类。2021 年，原油进口
234.1亿元，增长39.1%，占全市外
贸进口总值的41.7%；农产品进口
137.2亿元，增长9.4%，占全市外贸
进口总值的24.5%；同期纺织纱线、
织物及其制品、肉类，分别增长
41.6%、74.7%。

2021年滨州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千亿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 1月19日下午，市委
书记宋永祥会见了中国建设银行
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军
一行。

宋永祥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
迎，向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一直以来对滨州发展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滨
州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型、实业创
新型“双型”城市建设，科创氛
围浓厚，产业转型升级，多项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高质量发展步
伐不断加快，发展信心不断增
强，这与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密
不可分。下一步，滨州市不仅要
做大做强高端铝业、高端化工等

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更要发展
壮大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
业。希望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继
续关注支持滨州，加强与滨州经
济发展各方面需求的对接，加大
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积
极扩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
次，实现共赢发展。

杨军表示，建设银行山东省
分行将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
等领域，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科
创金融等业务优势，加强与滨州
工作的衔接沟通，创新金融产
品、强化金融服务，在项目需求
对接上下更大功夫，助推滨州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曹玉斌参加会见。

宋永祥会见中国建设银行
山东省分行客人

今日导读

滨州首届国家机关“谁执法
谁普法”履职评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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