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市国资委承担“83”
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7项，本部门重点工作2项，全
部高质量完成。市属企业资产
总额达1171亿元，增长82%；净
资产609亿元，增长117%；实现
营业收入190亿元，增长69%；
利润总额6.5亿元，增长178 %。

提前完成康养片区 600亩
土地整理工作全年任务。高铁
片区完成投资3.5亿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117%，主体结构
完成100%，室外管网及电力配
套施工全部完成。会展中心完
成年度投资的100%，一期项目
计划建设内容全部完工。体育
中心项目完成投资8.5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123%。按期完成
全民健身中心主体结构2层和市
体育场2层看台主体结构建设。
4月22日，成立恒信公共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承接开展产权交易
业务。8月19日，第一单海域使
用权处置项目在市网上产权（要
素）交易大厅一次性完成交易，
溢价率204%。国投集团通过无
偿划转方式，受让阳信城投、高
新区财金51%股权，受让沾化财
金65%股权，资产总额从22亿
元快速壮大到383亿元，发债能
力达60亿元。市财金集团、国投
集团均取得了AA+信用评级资
质和基金管理人资质，滨达集团
取得AA信用评级资质。在市属
企业集团内部调整子公司股权

11户，吸收合并18户，整合53项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房产、
土地等，增加经营性资产 5 亿
元。人才发展集团按期组建完
成。

引进落地杭萧钢构、浙江运
达等3个实体项目，总投资14亿
元。组建了市交通投资集团。
整合北部沿海临港资产资源，壮
大规模，承担起“四港联动”运营
主体责任。已完成了东港、西港
公司的划转，完成相关陆域、海
域、岸线的摸底和确权，启动了
临港产业发展规划、套尔河航道
扫测和取样分析。以交投集团
为主体，对市域范围内20年来交
通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资产摸
底、确权、整合，资产规模可达
500亿以上。承担实施了会展中
心、体育中心、市直棚改等34项
重点工程，总投资537亿元。推
动全国第一家海上风电并网适
应性检测中心落户滨州。周密
谋划、参与、推动了国资参股控
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管理，维护了
股东和滨州利益。与华能集团
合作，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形成
的交通产业公司二万亩海域3.4
亿元的债务问题。2021年招引
任务为 5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6.25亿，完成率125%。在68户
市属国有二级及以下企业全面
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对5户试点企业实施非
上市公司中长期激励。

市属企业资产总额达1171亿元
市委副秘书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王天祥

2021年，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承担的5项“83”工程及《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任务、4项部门重点
工作圆满完成。

攻坚市级重点改革，争先创
优促发展。《并联审批管理规范》
作为首个地方标准施行；推出14
组60项并联审批标准化事项，全
市并联审批办件4631件，事项并
联审批率54.5%，列全省第3位。
出台全国首部《项目申请单位积
分制管理办法》；与四川雅安市建
立全国首个跨省中介“城市联
盟”，拓展合作至15省19市89个
县（市、区）；全省首创中介联合体
选取模式，入驻中介联合体31
家，并扩容中介库达到1774家。
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起涵盖796
项标准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将
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原三个服务
区、37个窗口办理的涉及31个市
直部门、1092项业务，合并为6个
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2个窗口统
一出件，实现“到一窗、全办成”。
与公安部三所合作成立“电子印
章应用联合实验室”，实现纸质材
料免提交；推进34类高频电子证
照在政务服务平台应用。提前半
年完成74个事项“跨省通办”、
107个事项“全省通办”省定任务，
与31省339地建立通办联系，高
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全年帮办
代办项目5279个、事项8436项；
市县大厅全领域全流程帮办代办
累计提供服务17.2万件次；组建

起覆盖全市2996个村、206个社
区7831人的村（社区）帮办代办
队伍。

聚力部门改革创新，便民利
企优服务。企业开办和简易注销
全程网办率分别达到 97%和
60%，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实现
电子营业执照亮证可办。实施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提升攻
坚行动”，8089个申报件线上办
结，同比增长108.6%；全面推行

“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审批，批
复证照批文1.3万件；推出7项惠
企审批政策，我市成为全省首个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即来即办城
市。市、县事项办结承诺时限相
对法定时限压减97%、100%，即
办件占比提升至 93%、100%；
222项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高
频事项实现极简办、集成办、全域
办，150项“一件事”主题服务实现

“一链办”，50个行业实行“一业一
证”。

建强工作运行体系，检视倒
逼增实效。构建起“党建统领抓
全局、审管协同聚合力、检视倒逼
提质效、精准贴心优服务”工作格
局，探索出“大导服、小窗口、微审
批”政务服务新模式。市县政务
大厅联动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解决诉求721件；开展“‘滨周
到’品牌体验官”“我为营商环境
出份力”金点子评选等活动；健全

“好差评”评价机制，完成数据归
集3451.5万条。

全省首创中介联合体选取模式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姚振祥

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共承
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10项，本部门重点工作20
项，已全面完成。

食品安全放心工程顺利实
施，省级食品安全市县全域创建，
全市未发生食品安全事件。食品
抽检24309批次，达到每千人6批
次，不合格食品处置率100%。农
批市场食用农产品实现全程追
溯，创建规范化农贸市场 5家。
大中型餐饮企业“明厨亮灶”达
到 1003 家。食品生产在产企
业、小作坊公开承诺率 100%。
创建放心消费示范药店 60家。
设立过期药品回收点158家，销
毁过期药品 1.56 吨。市级药品
抽检 463 批次，合格率 98.7%。

“企业库”录入数据 2760 万条。
“民生+智慧”计量检定平台大
型商超全覆盖。

守牢安全底线，构筑安全发
展屏障更坚实。2个监管专仓安
全运行；新冠疫苗接种单位多轮
次全覆盖检查603家次。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实现全覆盖；“96333”
电梯应急处置平台服务全覆盖，
17710台电梯投保率100%。开
展安全生产领域重点工业产品质
量专项整治11项；抽检58类民生
关注重点产品5877批次，合格率
97%；市县加油站抽检100%全覆
盖，抽检车用汽柴油3182批次，
合格率99.9%。

拉升“三条高线”，夯实高质

量发展基础更稳固。国家专利局
滨州工作站成立；注册商标新增
14043件，专利拥有量3252件，
专利授权9355件，高价值发明专
利1210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4件；3家市场入选全省知
识产权重点保护市场；156家企业
纳入知识产权重点保护库，135家
重点企业建立联络员制度。组建
市检验检测中心，拥有国家级中
心2个、省级中心5个；设备共享

“滨智享”App投入运行；2项国
际标准获批运行，实现“零”突破；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13项，居全省
第一位。品牌发展指数列全省第
八位；荣获省优质品牌56个、知
名品牌32个；20家企业入选山东
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15家企业
入选全省重点行业品牌价值榜。

创优“三大环境”，服务富强
滨州建设更有力。落实“证照分
离”改革事项135项；全市实有市
场主体达到43.59万户，实有企业
14.37 万户，新登记企业 2.97 万
户；知识产权、股权质押助企融资
1599.19亿元，同比增长53.63%；
兑现奖补资金2636.13万元，同比
增长62.42%。“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拓展至33个部门；企业年报
率97.05%；执法延伸服务惠及市
场主体631家，落实措施734项。
在线消费纠纷解决ODR企业达
629家，“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达
6156 家 ；5.87 万 件 投 诉 举 报
100%办结，挽回损失920万元。

食品安全放心工程顺利实施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博

2021年，市体育局承担市委
“83”工程任务1项、《政府工作报
告》任务 3项，部门主责主业 21
项，全部按期完成。

智者智城引领体育事业。争
取到全国“十四五”体育公园建设
指标7个，列全省第一位；年投入
200万元，建设1处体育公园示范
点。投资16.5亿元的市全民健康
文化中心项目开工，规划引领全市
未来三年总投资超过60亿元的体
育设施项目。启动羽毛球训练基
地规划设计，打造城市新地标、产
业新引领。

精彩赛事扮靓大美滨州。成
功举办黄河风情带自行车赛和马
拉松赛；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
联赛总决赛落户滨州。成功举办
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企业家运动
会、农民运动会、市直机关运动会
和社区运动会等五大特色赛事，精
准服务不同群体。

群众体育体现为民情怀。年
投入1193.12万元，招标采购健身
器材6025件，完善提升“10分钟
健身圈”355处，完成年度任务的
177.5%，建成“百姓健身屋”34
处，完成年度任务的170%，全面
完成行政村健身设施第一轮提
升，惠及全市 5300 余个村。创
新打造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示范
点120个，带动全市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 4000 余项次；全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 2.9 万人，国民体质
监测样本量11257人；智慧健身
平台更加完善，健身设施实现“一

键报修”。
竞技体育彰显滨州精神。我

市3名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取
得女子赛艇四人单桨第五名、男子
十米气手枪第六名。我市27名运
动员取得第十四届全运会8枚金
牌，金牌数列全省第六位。我市取
得省锦标赛金牌52枚；完成市锦
标赛23项、学生联赛7项，超7000
名青少年参加。印发了《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成功创建省级优秀运
动队后备人才基地9处、市级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39处。中小学生游
泳普及3100人。

体育产业融入发展大局。成
功创建惠民李庄绳网“国家级体
育产业示范基地”，在获批的13
个基地中列第五位；惠民体育绳
网产品成为北京冬奥会指定用
品。新增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
地、单位、项目和体旅精品线路4
项。全市全年体彩销售 6.92 亿
元，销量同比增幅 39.32%，居全
省 第 一 位 ；实 体 同 比 增 幅
42.64%，居全省第一位；市场份
额同比增长 8.36%，居全省第一
位；市场占有率近 70%，居全省
第二位。编制完成市体育产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滨城区省级
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工作取得
中期成效；发放市级体育产业发展
引导资金100万元，扶持4类产业
业态、24家体育企业；争取省级体
育惠民资金49.8万元；体育职业技
能培训4952人次。

完善提升“10分钟健身圈”355处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波

2021年，市统计局参与承担
《政府工作报告》分解任务中的“七
库”建设项目7项，部门重点工作4
项，按时序进度已全部完成。

成立“七库”建设攻关小组，
围绕形势分析、产业监测、数据
质量评估等方面构建应用场景
10个，图表、数据反映更加直观；
积极争取省局支持，加载完成两年
微观数据上亿笔，丰富了“七库”建
设内容；与大数据局联合办公，根
据决策需求完善界面设计，宏观经
济分析模块基本成型。

统计服务在“干实”上实现
了新突破。高频次开展经济形
势分析研判，聚焦新旧动能转
换、高技术产业、战新产业等重
点领域、重点指标开展统计监
测，全年共撰写信息、分析550余
篇。参加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
会4次，解读经济形势，通过主流
媒体发布新闻通稿、解读稿30余
篇。建立数据即时报送机制，每
月5批次给市委市政府领导报送主
要经济指标，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
有力支撑。承担中央政法委安全
感及其他民生领域社情民意调查
11项，累计访问样本近3万个。

数据质量在“算细”上实现
了新突破。修订《统计数据质量
管控体系》，严格数据生产全流
程管控。建立月度数据预调度
制度，在每月开网直报前3日，对
部分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进行预
调度，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行业主
管部门，同时对GDP核算涉及基

础指标、价格指数、评估指标实
行月调度，预警预报能力不断提
高。全市数据协调匹配性显著
增强，多个专业数据质量走在全
省前列。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发
布获评2021年滨州十大新闻，获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全省仅6市），在全省
16市中率先搭建“七人普数据分
析挖掘系统”。

基层基础建设在“报全”上
实现了新突破。牵头成立全市
规上企业纳统及投资项目列统
攻坚专班，全市年内累计新增纳
统单位605家。联合部门开展全
覆盖、多层次、精准化的业务培训，
全年培训8000余人次。开发财务
报表自动转换统计报表软件，在全
市 94.2%的“四上”企业推广应
用。圆满完成基本单位名录库维
护体系建设试点；滨城区研发“统
计数据智能管理平台”。扎实做
好第二批基层统计人才选拔，49
名基层统计人员享受省市补贴。

统计法治保障在“优环境”
上实现了新突破。制订《滨州市
关于落实国家统计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方案》。市委常委会
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习统
计法律法规，市委市政府印发
《滨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规
定》。全年开展执法检查205家，
较上年增长294.2%。全省庆祝
统计法颁布38周年暨“统计法治
宣传月”活动在滨州启动。

建立数据即时报送机制
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梁中华

2021 年，市医保局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工作4项，本部门重点工作23项。
目前，共完成27项，未完成0项。

深入实施“医保为民”工程，
研究提高6项待遇，门诊和住院
报销比例均列全省前3位。DIP
付费改革快推进，高标准完成15
项编码贯标工作，代表山东省通
过国家验收，提前3个月进入实
际付费阶段。调整理顺了288种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价格。“滨州医
惠保”参保人数达69万人，参保
率18.4%，列全省第3位。

用心把能提高的待遇提起
来。提高门诊待遇，居民从50%
提高到60%，职工从60%提高到
65%，年度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
1500元。提高“两病”待遇，二级
医院门诊取消100元起付线，报
销由50%提高到60%。提高门
诊慢性病待遇，居民乙类限额由
2500元提高到3000元；职工乙
类限额总体提高10%。提高住
院报销待遇，居民三级医院政策
内报销从50%提高到60%；职工
三级医院政策内报销，1万元以上
的，在职人员从85%提高到90%、
退休人员从90%提高到95%。提
高大病待遇，职工住院从2万元到
20万元之间的个人负担部分纳
入大病保险；大病特药报销从
60%提高到80%；戈谢病、庞贝氏
病、法布雷病等3种罕见病必需
的特药纳入报销范围；大病特药
和住院费用合并起付线。

用情把能降低的负担降下
来。122种国家集采抗癌药、慢
性病药品全面落地，平均降价幅
度56%，节约医药费支出2亿多
元。修订226项医疗服务价格，
开展村卫生室12项医疗服务项
目试点，收费平均下降25.39%。
全面推进职工5种癌症早诊早治
筛查项目试点。创新出台血液透
析“日间病房”改革方案。全面推
进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用力把该优化的服务优起
来。在实现基本医保全国一单制
联网结算的基础上，将大病保险
纳入跨市异地就医一单制结算范
围。全省率先开展“医保线上购
药、药店送药上门”。医保经办事
项掌办、网办覆盖率95%。支持
市中医院开发“互联网+慢病”管
理系统。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省内“一卡通行”，全国率先完成
异地就医自助备案和门诊跨省直
接联网结算试点任务。在市县医
保窗口打通7个全国通办、14个
全省通办、23个全市通办事项。
全省首个实现基层医保便民服务
站点全覆盖。

用功把该扛的责任扛起来。
通过医保基金历史结余和财政资
金全额解决新冠病毒疫苗和接种
费用。率先实现了与济南、淄博、
东营的普通门诊异地联网结算。
支持成立山东欣悦互联网医保大
健康平台。在邹平市开展定点医
院医保质量分级内控工作试点。
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

深入实施“医保为民”工程
市医保局党组书记 董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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