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共承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19项，本部门重点
工作2项。目前，共完成21项，
未完成0项。

立足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落
地，6项牵头“83”工程任务攻坚
完成。黄河小街湾、黄河大道彩
叶林带、西榭花语等8项工程按
期高质完工。深入推进滨州市
沿黄地区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建设，邹平市、博兴县、惠民
县典型经验被全省推广。4个特
色小镇完成投资6.13亿元，14项
工程已全部完工。滨医附院西
侧院区，已拆迁腾空土地约8445
平方米，腾空房屋168户。总投
资24.25亿元的市人民医院西院
区建设项目于2021年12月全面
完工。建立清洁取暖长效机制，
提前完成10.44万户农村清洁取
暖工程建设任务。完成2501个
村庄厕所规范升级，全市排查农
村户厕66.4万余户并全部整改
到位。

立足群众满意感幸福度提
升，13项民生实事全部兑现。全
市棚户区改造新开工13843套，
开工率104%；实施棚改住房建
成交付专项整治，加快推进历年
来未竣工棚改项目建设，基本建
成2.4万套。持续推进市主城区
城中村改造，完成8个村居征收，
涉及2339户、56.9万平方米，高
质量推进16个安置区建设。全
市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52

个，339.43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3.63万户，改造数量连续两年全
省第一，并率先实现当年任务当
年完成。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554.13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1.1%；商品住房销售均价6363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64%；商
品房库存面积675.48万平方米，
去化周期处于合理区间。在全
市范围开展房地产市场综合整
治行动，持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
序。全市完成道路畅通和桥梁
改造工程29项，新（改）建道路
42.39公里。实施6项防汛排涝
工程和378个小区雨污分流改
造。合理规划供热框架体系，

“多热源互备、热网互联互通”的
供热系统逐步完善。市主城区
实施天然气管道工程9条，续建
完成管道天然气场站3座，全市
新增集中供热面积388万平方
米。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1190
户。6个省级美丽村居试点村庄
建设投资1.73亿元，实施18项风
貌提升工程。

立足住建事业更好更快发
展，多项改革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2020年度开工建设的1032
套安居住房全面建成，2021年度
开 工 建 设 1846 套 ，开 工 率
116%。全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
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率达
到 98%，物业服务覆盖率达到
95%，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党
组织实现100%全覆盖，走在全
省前列。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52个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铁金福

2021年，市交通运输局共承
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29项，本部门重点工作13
项。目前，各项工作均已完成年
度任务，共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152.1亿元，完成铁路货运量
1088.66万吨，港口吞吐量4006.7
万吨。

铁路方面。津潍高铁（京沪
二通道）、济滨高铁可行性研究报
告已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立项，
沿线站房均顺利完成概念方案评
审，济滨高铁施工图已编制完
成。泊港铁路于9月8日正式开
通运营。黄大铁路与泊港铁路联
络线已完成铺轨，接轨申请已报
国铁济南局。邹平货运铁路专用
线主体工程已完工，北海货运铁
路专用线已建成，正在办理开
通。博港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预
可研已编制完成。

公路方面。章庆高速已完成
工可审查。高商高速正在进行土
地组卷。秦滨高速海域段完成
投资4.5亿元，于2022年1月20
日全线贯通。沾临高速完成投
资 60.0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120% 。 济 高 高 速 完 成 投 资
10.01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154%。G228丹东线滨州段等
5条普通国省道新改建工程进
展顺利，3条国省道路面提升工
程均提前完成。“四好农村路”
完成投资14.2亿元，滨州黄河大
桥、沾临高速黄河大桥完成投资
11.21亿元。

港航方面。编制完成《滨州
市综合交通运输中长期暨“十四
五”发展规划》。印发实施《“四港
联动”规划》《滨州市“四港联动”
运营保障实施方案》《临港发展规
划》，10个县市区奖补政策均已出
台。山东港口滨州港5万吨级航
道及防波挡砂堤工程已签订勘
察、设计服务合同。6#、7#泊位主
体工程、9#泊位后方陆域形成工
程、管廊支架一期工程已完工，
8#、9#泊位开始桩基施工。小清
河复航工程航道开挖已完成，金
家桥船闸主体工程完工，跨河桥
梁全部开工建设。博兴港区湖滨
作业区一期工程土地组卷手续已
报省自然资源厅。10月20日，我
市民用运输机场选址工作已经正
式启动。

实施交通惠民工程。自2月
1日起，实施直达主城区22条城
际公交半价优惠和三座桥梁免收
滨州籍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同
时，市区公交车和直达主城区城
际公交实行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军人等群体免费乘坐政策，进一
步提升了主城区首位度。

深入推进改革试点工作，滨
州市“四港联动”改革作为典型案
例在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推广，市
交通运输局被授予“信用交通市”
创建典型单位和全省综合交通运
输体制机制改革示范单位称号。
无棣县获批“四好农村路”国家级
综合标准化试点，农村客货邮融
合发展经验在全省推广。

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2.1亿元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 刘俊星

2021年，市城乡水务局共承
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6项，主责主业11项。目
前，以上工作全部按照时序完成。

聚力工程建设，加快构筑水
网体系“四梁八柱”。小清河防洪
综合治理等49项重点水利工程
圆满收官，治理河道260公里、新
建水闸 21 座、除险加固水库 6
座。同时，启动“水亿方”鲁北水
库规划，建成16座小型水库，秦
口河治理完成年度任务。

秉承兴水为民，竭力保障乡
村振兴“源头活水”。403万亩引
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全面完工，
整治渠道1865公里，完成5个大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20.81公里，实
现了高效配水到田间；持续开展
农村饮水安全攻坚，实施水质升
级项目和供水提质工程，改造水
厂4个，铺设管网896.84公里，受
益人口54万人；开展3轮农村供
水问题排查整改行动。

践行四水四定，推动管水用
水实现“精打细算”。黄河水资源
超载区治理成效显著，全年用水
总量 15.1 亿方，比 2020 年减少
1.7亿方，其中黄河水10.5亿方，
比2020年减少1.5亿方。完成3
例水权交易，交易水量 1500 万
方，实现了我市水权交易零突
破。建立阶梯水价、水务经理等
10项节水制度，成为全省第一个
开展节水标杆单位遴选的地级
市，13个单位被评为“山东省节水
标杆单位”，数量居全省第一，7个

县市区全部创建为节水型社会达
标县。

坚持系统治理，全力守护生
态环境“绿水青山”。完成水土
流失治理 22 平方公里，水土保
持规划实施在全省评为优秀等
次；强力推进地下水治理，争取
中央无偿补助资金 1.15 亿元，
列 全 省 第 二 位 ，压 减 地 下 水
400 万方。纵深推进河湖长制，
开展河湖问题排查整改 13 轮
1928处，编制520条河湖“一河
一策”，建成16条 131公里美丽
幸福示范河湖。

坚守安全底线，狠抓责任落
实扛鼎“江河安澜”。面对历史罕
见汛情，省市领导多次亲临一线，
指导防汛工作。水务干部职工坚
守足下、扛鼎安澜，全力守护一方
平安。经科学防御，全市河道行
洪顺畅、水库水势平稳、水闸调度
有序，成功应对了漳卫新河1996
年以来2次最大洪水，做到了未伤
一人、未溃一堤、未垮一坝，防汛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聚焦标准提升，高位助推行
业监管“多点开花”。持续推进水
务行业规范化建设，南海水厂被
评为全国“农村供水规范化水
厂”，26家企业创建为水利安全生
产标准化单位，24项工程创建为
全省标准化管理工程，恒业湖水
库被评为省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
程，10项工程荣获省级水利优质
工程和文明工地奖项，获奖总数
位列全省第一。

49项重点水利工程圆满收官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黎明

2021年，市农业农村局共承
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21项，本部门重点工作13
项。目前，所有工作任务圆满完
成，多项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

扛牢政治责任，粮食生产再创
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881.99 万亩、实现总产 372.2 万
吨，均创历史新高。全市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416万亩。博兴县、邹
平市被省确定为高标准农田整县
推进示范县，入选数量全省第一。
成功创建全省“两全两高”农业机
械化示范市和“平安农机”示范
市。首创并推广小麦高低畦生产
技术，单产提高10%以上。大力
实施种子工程，6个玉米品种通过
省级审定。

促进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巩固拓展。新排查识别监测
对象1517人，累计10177人，全部
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全市6.5万
脱贫享受政策群众人均收入
11998元，比上年增长20%。全市
696个产业扶贫项目健康运行。
免除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9155人。为3.45万人次贫困群众
报销医疗费用1.5亿元。脱贫享受
政策群众低保和特困供养率达到
72%。

推动三产融合，乡村产业持续
提质增效。滨城中裕、阳信亿利源
被认定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沿黄小麦、肉牛2个产业集
群成功入选2021年国家级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新建冬枣大棚2万
亩，改良“沾冬2号”1.1万亩，完成
老梨园改造6000亩，建设现代梨
园2000亩。阳信县国家现代肉牛
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获批创建国
际进境肉类智慧产业园。超额完
成生猪生产任务，列全省第一位，
获省奖励资金300万元。5个乡
镇、1个村入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十亿元镇、亿元村。全年新增省级
知名农产品品牌5个，总数达到35
个。新增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5家。

推进综合整治，乡村建设更加
宜居宜业。实施美丽乡村“十百
千”工程，连片打造示范片区14
个、创建100个市级以上美丽乡村
示范村，4个县市区成功入选国
家、省美丽乡村和乡风文明典型案
例。共争取冷库建设项目231个、资
金4800万元，建设数量和项目资金
均居全省首位。清理各类垃圾770
万吨、三大堆19万处，清理废旧房屋
及残垣断壁6660处。10个智慧农
业示范乡镇试点进展顺利。

深化农村改革，激活乡村发展
“一池春水”。全市土地流转率达
到63.3%。全市5428个村（组）成
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组织，完成率达
100%。建立农机、植保、农资等各
类社会化服务组织5300余家，全
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91%。组建全省首家市级金融
支农联盟。新增担保农业经营主
体5000余户，“鲁担惠农贷”30.8
亿元，同比增长115%。

粮食种植面积及总产均创历史新高
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市乡村

振兴局局长 张成江

2021年，市海洋发展渔业局
共承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12项，本部门重点工
作7项。预计全年海洋生产总值增
长 23%，渔业经济总产值增长
10%，全部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新增8项国家级荣誉。博兴
县建成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
生态养殖示范区。沾化区获评
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区。滨州市
获评中国白对虾种都、中国文蛤
之乡。渤海水产获批建设国家
级对虾联合育种平台。5家企业
入选国家级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骨干基地。3个产品入选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7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海
域海岛“一张图”管理系统、海洋
巡查系统数字执法模式、海水淡
化及综合利用模式、海洋灾害风
险普查试点4项典型经验，被省
厅（局）发文推广。水产品质量
抽检合格率、水域滩涂养殖发证
率、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执法立案
处罚率3项省级考核指标，列全
省第一方阵。

6项工作实现重大突破。圆
满完成海岸线修测，新增陆地面
积15.9万亩。成功争取国家海
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3亿元。海洋发展研究
院完成改革组建。滨州生态渔
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
群库。博兴县打造了“黄河流域
可推广、可复制的渔业绿色高效

发展模式”。滨州市首次承办
“全国放鱼日”山东主会场活动。

经略海洋，凝聚向海图强合
力。市委海洋委2021年度26项
重点任务全部完成，市政协“一
号提案”10项建议全面落实。《海
洋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临海特
色产业发展规划》出台实施。圆
满完成第2轮国家海洋督察。新
增确权海域183公顷。渤中19-
6凝析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进入详
勘作业阶段，110个涉海项目投
资279.3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8.38%。

提质增效，壮大临海特色产
业。鲁北碧水源5万吨海水淡化
工程投产运营。润龙风电相关
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35%，海忠
软管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15%，
美高美“20万吨海洋生物营养制
剂项目”在第四届进博会上签
约。对虾产量占全省65%、稳居
第一，苗种繁育能力列全省第二
位，昶晟2300吨水产品深加工基
地、汇泰1.6万平方米海鲜交易
市场建成启用。认定无公害水
产品8个。举办首届滨州水产博
览会。

党建引领，办好惠企便民实
事。首次争取到专项资源捕捞，
全市渔民增收1000余万元。提
高对虾养殖保险补贴标准，承保
面积增长80%。渔船通导设备
更新率达到100%。完善海洋涉
渔综合管控体系，“三无”渔船历
史性问题全面解决。

预计全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23%
市委海洋办主任，市海洋发展渔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 殷梅英

2021 年，市商务局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22项，本部门重点工作4
项。目前，共完成25项，世界高
端铝业峰会因场馆建设和疫情原
因未举办。

以开放思维破困局，建平台
提升外贸竞争力。2021年全市
外贸进出口实现1023.1亿元，历
史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全市跨
境电商贸易额由2020年的 37.8
万元激增到目前的 21.9 亿元，
增长 5793 倍。全市外综服平
台企业达到11家，前11个月实
现 贸 易 额 42 亿 元 ，增 长
111%。获批京博保税罐、阳信
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4个
海关特殊监管场地。邹平保税
物流中心进出口增长23倍，进
入全国50强；沾化进口种牛隔离
场进口活牛2.64万头；博兴内陆
港完成报关480票。

以改革思维迎变局，强招引
提升招商引资质效。2021年全
市实际到账外资5.14亿美元，增
长42.6%。完善“10+5+N”招商
机制，建立招商引资载体库和
利用外资“四库三册”，签约引
进荷兰诺力昂、德国林德集团、
韩国大象集团、德国顺尔茨、法
国圣戈班等10余个世界500强
和行业领军企业。1-11 月份
全市新签约、立项项目214个，引
进世界500强投资项目17个，过
10亿元重大项目53个，实际到位
市 外 资 金 740.08 亿 元 ，增 长

15.3%。
以有解思维建载体，加快引

领消费提档升级。策划“乐购在
滨州”主题消费活动，举办“车惠
滨州·红利惠民”购车等20余场
促消费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
400余万元。引进建设中骏世界
城、红星美凯龙、帝堡广场等一批
高端商业综合体。顺利完成省级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项目建设。举
办首届网红直播带货大赛，培训
各类电商人才10237人；全市淘
宝镇、淘宝村分别达到10个、65
个，淘宝村数量居全省第2位。
建立完善预报预警和“3+1”对接
服务机制，推动44家商贸单位实
现月度纳统，80余家商贸单位实
现年度纳统。制定出台会展业指
导目录，引导各级举办会展活动
40余场。

以战略思维求变革，全力激
发开发区发展活力。国家级开发
区考核，预计滨州经开区、邹平经
开区至少提升50个以上位次；
省级以上开发区考核预计进入
全省前8位。解决10余项阻碍
开发区发展问题，开发区改革
持续深入；成立开发区考核指
导专班，建立开发区指标专项
调度、专项通报、专题分析、专
业指导“五专”工作机制，全力
提升开发区发展水平。1-11
月份，省级以上开发区实际利用
外资、亩均税收、投资强度、外贸
进出口分别增长71.7%、31.4%、
30.8%和20.2%。

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市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曹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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