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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共
承担市委“83”工程和市政府工作
报告重点工作7项，本部门重点工
作3项，全部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金融辅导考核位居全省第1位，不
良压降考核位居全省第1位，人才
贷考核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得满分。

防风险，金融生态得到根本性
改善。以地方法人银行机构不良
压降和重点企业风险化解为突破
口，争取省联社互助金 102.57 亿
元，会同市财政局争取中央专项债
券62亿元。全年不良贷款压降幅
度位居全省第一。在全省专题研
讨班上我市作风险化解工作交流
发言。山东电视台以西王集团风
险化解为题材的《百亿大和解》获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搭平台，信贷投放持续稳健增
长。引导银行机构为省市重点项
目新增贷款66.3亿元。落实银税
合作贷款31.57亿元，关税保证保
险5.8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9.1
亿元，“鲁担惠农贷”46.5亿元，供应
链融资132亿元。全市50家“政府
增信”企业实现贷款余额 46.6 亿
元。与市财政双牵头落实投贷联
动贷款4亿元；会同人民银行培植首
贷企业6676家；与市工信局双牵头
推动应急转贷机构服务企业274家，
开展转贷业务664笔139.4亿元。截
至2021年末，全市银行机构贷款余
额3067.6亿元，我市历史上信贷投
放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我市建
立完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机制的做法，纳入全省金融创新
案例。我市15家金融机构荣获富强
滨州建设“金星奖”。

促上市，上市挂牌“种子计划”
落地落实。将企业上市奖补标准
从300万元提升至最高1500万元；
组织召开全市企业上市推进大
会。在深圳组织举办滨州市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班；全年培育上市金种子企业57
家、银种子企业111家。三元生物
获准上市，海川生物在“新三板”挂
牌，34家企业实现区域股权挂牌。
邹平市被确定为省级上市公司孵
化聚集区试点。全市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122.98亿元。

惠民生，“12156”民生事项有
声有色。全市新增授信村庄760
个，授信户数13.6万户，授信金额
79.78亿元。实现银行助农网点乡
镇全覆盖。全市银行机构设立服
务网点2765个，办理取款汇款等金
融业务21.31万笔3356.6万元。选
派112名金融辅导服务专员，为涉
农经营主体发放贷款32.47亿元。

“金融辅导进乡村”“金融管家”经
验做法在全省金融系统发文推广。

抓招引，“双招双引”工作圆满
收官。牵头制定出台《滨州市扶持
现代金融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
策》《滨州市“人才贷”风险补偿奖
励资金管理办法》，全年组织招商
活动16次，落实服务现代金融业招
引项目15个，落地资金5.09亿元，
推动落实“人才贷”9400万元。

2021年，市大数据局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12项，本部门重点工作11项，均
超时序进度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被
表彰为“数字山东建设先进集体”。

突出改革创新，指挥平台建设
走在全省前列。设立国内首家地
市级智慧城市指挥运营中心，精心
搭建6万路视频共享平台，市委政
法委、市交通运输局等5大系统、
27名工作人员首批实体化入驻，
打造指挥平台建设“滨州模式”。
24位市级领导和14位县市区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指挥长，调度处
理16个方面15.6万件事项；落实
改进提升措施67项，探索拟定了

“1107”运营思路和十大专题指挥
重点。改革经验在“83”工程推进
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突出惠民利企，智慧城市全域
试点成效显著。市本级27项重点
任务和县市区31个场景打造完成，
23个社区纳入省智慧社区支持名
单，获省级奖补资金322万元，43个
案例入选省惠民案例榜单，2个案例
入选中国智慧城市百佳案例，5个项
目在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大赛上
获奖。沾化区通过试点验收，市本
级（含滨城区）、博兴、阳信通过中期
验收，邹平、惠民、无棣通过试点评
估，省智慧城市考核指标获满分。

突出数治融合，数字政府建设
持续加力。构建经济运行“七库”系
统。搭建国内首创经济运行“七库”
系统，土地、项目、税源、电力四库应

用完成一期开发，企业、产业、载体
三库基础数据完成录入。91个部门
自建系统事项接入统一政务服务平
台，1818个事项接入“爱山东”App
办事移动端。“掌办”注册用户达到
270万户以上，电子证照调用达到
720余万次。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
归集数据17.5亿条。打造数据创新
应用场景220个，10个应用入选省
典型场景名单。开放数据4亿余
条，开放率列全省第四位。完成15
个系统升级改造，“惠企通”平台、疫
情防控大数据平台等投入使用。

突出数据赋能，数字强市工作全
面起势。成立数字强市建设领导小
组，大数据工作网络体系建设全国领
先。出台《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
实施方案》。新认定15个市级数字
经济园区和300余家数据服务类企
业。黄河三角洲云计算数据中心新
上服务器6000余台，6个数据中心
获批全省首批边缘计算中心建设试
点。黄河数字经济产业园和滨城区
数字经济产业园分别入驻企业166
家和22家。会同县区引入重庆誉存
公司领办运营滨城区数字经济产业
园，猪八戒网落户黄河数字经济产业
园。专班招引落地项目12个，到位
资金6.3亿元。大数据咨询中心实现
整体运营。搭建“智算云”服务科创
企业，信创适配中心、网络安全中心
等建成投用，引入中国电子组建智城
云享大数据公司；争取卫星数据落地
开发，成立山东土地数据科技公司。

2021年，市信访局共承担“83”
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3
项，本部门重点工作7项，各项工作
任务均按期完成。其中，全市越级
访治理、群众满意率等11项指标位
列全省第1位；及时受理率，按期办
理率，国、省交办重复信访化解率，
新增积案化解率等5项指标达到
100%。

工作平台向下延伸，让群众好
办事。广辟民生通道，在全省率先
实现102处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
实体化运行，纪检监察、综治、司法、
信访等部门入驻，为信访群众提供
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市1200处村
居（社区）建成“说事拉理室”，6300
余名“五老乡贤”活跃在信访一线。
开展市、县、乡三级暖心解难领导干
部公开大接访活动，面对面听取群
众心声，破解发展难题，95%以上信
访诉求解决在一线。实施信访事项
办理提速增效行动，建立日交办、周
调度、月通报机制，实现66个涉访
责任部门信息资源互通共享。信访
事项办理平均时限缩短到10天，满
意率98.53%。

工作重心向下倾斜，把群众事
办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妥善化解各类诉求1.5万件。开展
民工工资拖欠、房产领域纠纷、金融
集资诈骗等突出问题专项攻坚行动
23次，让群众劳有所得、居有所安、
损有所止。聚力攻坚信访存量“清
零”，对长期未解决的“骨头案”“钉
子案”提请省、市领导跟踪包案化

解，全部有效化解。滨城、沾化、博
兴3个县区获评全国“三无县区”，
数量之多列全省第2位，实现我市
零的突破。坚持用群众方式解决群
众问题，在全省率先推行“政府搭
台、三方评判、群众获益”阳光信访
听证，举办听证会4189次，化解信
访案件3770件，信访听证改革经验
被列入市委向省委提报的10大优
秀案例之一。在全省率先成立人民
建议征集工作机构，为群众提供“有
话好好说、有话大声说”的平台和机
会，畅通渠道开门听取社会各界和
人民群众“金点子”“好办法”，36条
人民建议纳入市政府决策范畴，依
据人民建议出台市级政策性文件2
个。

工作力量向下输送，为群众办
好事。积极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
与，市县两级信访部门组建由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专业律师、社会工
作者等1200余人组成的信访智库，
提升信访公信力、透明度。组织“政
府开放日”活动2次，让信访工作在
阳光下运行。市县两级与12家律
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年内累计
为2564名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与8家心理咨询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定期参与信访接待工作，同步解
决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心理诉求。积
极为群众提供帮办服务，深化“群众
点单、帮办揽收、全程代跑”的“民情
速递”信访新模式，全市共选聘
7000余名信访帮办员，把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落实在“家门口”。

2021年，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共承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5项，本部门重点工作
7项，已全部完成。

抓转型、促升级，打造国家食
品产业基地。加快“粮食加工”向

“食品生产”转型，2021年全市食品
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96 亿
元，同比增长 12%，列全省第一
位。全市销售收入过百亿企业5
家，全国粮油企业“10强”3家、“50
强”6家。三大国家级粮食产业技
术创新中心研发项目27项、解决难
题12项、申报专利40项，获全市

“十强产业创新联盟”评审第一
名。引进项目4个，总投资28.86
亿元，到位市外资金10.65亿元，认
定引资5.05亿元。20个重点项目
和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分别完成投
资计划的105%、104%。其中，优
质粮食工程绩效评价获全省三个第
一，经验做法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批示肯定。
15个项目入选2022年省级项目库，
4个项目通过省级评审。6家企业
进入“中国粮油榜”，15个产品入选

“齐鲁好粮油”，均居全省首位。
增储备、扩规模，全市粮食安

全有保障。2021年收购粮食217
万吨，完成目标的145%。创新政
府信用基金市场化收购34万吨，带
农增收1.03亿元、促企增利2.64亿
元。成功争取16.1万吨地方储备
列为省级统筹，占全省新增部分的
86%，每年可减少市县财政支出

3000多万元。新增市级储备1.9万
吨、县级2.5万吨，全市地方储备粮
与市场化收购柔性储备通算，能够
满足全市1年以上消费需求；争取
省级资金291万元建成全省第一个
仓储管理智慧监控系统，争取459
万元建设应急供应网点90处。启
动16处烘干设施为农民提供“五代
服务”，完成业务量25万吨，紧急启
动烘干补贴机制，发放补助费用
360万元。

增物资、筑防线，确保全市应
急之需。完成800万元8类省级物
资争取、代储任务，新购置63万元
5类物资，与3家企业签订940万元
12类定向储备，救灾物资储备量达
到了一次性转移安置1万人需求标
准。完成14批防疫物资调拨，向重
点环节、特殊岗位、一线人群分发
口罩、防护服、手套近百万件（套）、
消毒液10余吨。储备蔬菜 2000
吨，保障全市居民7天以上需要，在
春节前集中采购期，平抑市场价
格，释放社会红利。

抓改革、推创新，增靓滨州模式
名片。围绕政府信用基金市场化收
购改革做亮滨州品牌，被市委改革
办以“改革品牌”推报省级参与评
选。粮食市场化收购改革入选全市

“优秀改革创新案例”，获评“我为群
众办实事”十佳案例，《人民日报》刊
发推介。被表彰为“全国普法工作
先进单位”；3家企业被列为全国军
粮定点加工企业，香驰控股成为全
国唯一军供超10省市企业。

全年培育上市
金种子企业57家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 姜凌红

省智慧城市
考核指标获满分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洪民

群众满意率等11项指标
列全省第1位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 尹月林

食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列全省第一位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玉华

2021 年，市城管局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工作8项，本部门重点工作9项，
全部按时序进度完成。

推进增绿攻坚行动，增添“园林
城市”魅力。完成南新开河城市公
园和天琴湖、明月园等17处口袋公
园及节点建设工程，超年度任务6
处。对黄河二路、渤海二十一路等
20条道路绿化进行改造提升。建成
环中海西路、黛溪湖等6处13.4公
里水景步道，总长度超年度任务6公
里。实施新立河黄河十二路、黄河
十五路桥下通行工程。20公里滨河
绿道实现全线贯通。完成黄河大道
彩叶林带建设、防汛屋提升改造、园
林绿化遥感普查、园林设施修缮、景
观河道清淤等项目。截至目前，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5.46平方米，远
超全省17.31平方米平均水平。

强化城乡环卫保障，夯实“洁
净城市”基石。主城区建立路面污
染快速处置联动机制，全市道路深
度保洁面积达2589万平方米，深
度保洁率达86%，主次干道机械化
清扫率达95%。全市33个乡（镇、
街道）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
区，全面实现滨城区50%以上、其
他县（市、区）30%以上的年度目
标。统一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颜色标准，推广“爱生活”垃圾分类
驿站模式。全市新建公厕20处。
全市城乡环卫投资3.6亿元，村镇
环卫基础设施配备率达100%，城
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7.5%。省对16个设区市年度考
核，我市群众满意率达100%，整体
工作迈入全省第一方阵，市城管局
在全省环卫工作会议作典型发言。

下足绣花管理功夫，提升“人民
城市”品质。出台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调度平台考核办法。联动部门由
6个增至7个，受理执法事项由111
项增至262项，建成滨城、沾化、无
棣3个二级试点平台。全面推动基
层执法队伍标准化建设，全市90个
乡（镇、街道）达标率100%。市主城
区实施架空线路整治二期工程，完
成顶管作业10.1公里，实现线缆落
地99公里。启动全市无违建乡
（镇、街道）创建行动，累计处置各类
违建222.9万平方米，中海城·棕榈
湾304户历史存量违建问题全部整
改到位。加大违规渣土运输整治力
度，全年立案查处223起。实施节
会扮靓行动。主城区设置人行道指
引牌148块。全市建成多功能城市
驿站18处，成功推动首批26个机关
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2964个停车
位向社会免费错时开放。

实施亮化提升工程，点亮“黄河城
市”坐标。对渤海十八路、中海公园等
重要点实施节庆亮化。对新立河公园
（H5-H8段）照明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对主城区25处路灯箱变进行集中
更新。实施中海片区景观亮化提升工
程。实施渤海十八路黄河魂、天圆地
方、美在滨州及五四转盘节点亮化工
程。增设黄河大道景观小品。在重要
节点设置黄河大道标识景观小品5处。

城乡环卫工作
迈入全省第一方阵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成

全系统销售总额
连续5年列全省第1位
市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范克志

2021年，市供销社承担主责主
业6项，全部完成。

深化综合改革，走在全省前列。
2021年全系统销售总额1556亿元
（含开放办社），连续5年列全省第1
位。连续4年荣膺全省综合业务评
价一等奖。在全省率先开展“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试点、率先完成三级流
通服务网络建设任务、率先创新与农
业龙头企业联合合作模式，省社3次
在滨召开现场会、举办新任市县主任
培训班交流推广“滨州经验”。市委
市政府及时通报表扬5次。

扛牢主体责任，抓实问题整
改。针对市委巡察反馈等问题制
定整改措施 398 项，建章立制 55
项，均已整改落实，挽回经济损失
755万元，年内实现“零上访”。

深耕为农服务，争创示范样
板。试点“党支部+合作社+供销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保底收入+
盈余分红”分配机制。年内土地托
管150余万亩，社会化服务面积680
万亩次，列全省第1位。提升改造为
农服务中心64处，实现涉农乡镇全
覆盖，“耕种管收储加销”一条龙服
务体系初步构建。邹平市获批全国
整县推进乡镇为农服务综合体试
点。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入选全国总
社政策选编，成为全省唯一案例。

做实双线运行，创新发展思
路。市社注资组建滨供农服公司，
走出“财政资金以股权形式投入下
级社”的改革新路。全系统完成秋
收秋种41.3万亩，烘干湿粮1.2万

吨，助农节支515万元。
建设三级网络，打通惠农渠

道。成功列入全省三级流通服务
网络建设试点市，邹平、沾化入选改
革试点县和先行启动县，全省现场
观摩获评第一、第二。率先建成2处
县域综合集配中心、18个乡镇综合
服务站、45个村级综合服务社，打通
农产品上行、日用品下行“直通车”，
购进农产品额列全省首位。曹家坪
服务社与村“两委”共建、共管、共
享，保障村集体和农民稳定增收经
验做法入选省社典型案例。联合省
社与西王食品、香驰粮油、中裕集
团、滨农科技、鲁北化工共建全链条
服务体系，联采额突破1200万元。
以“1+7+N”模式组建全市农资统采
联盟，推进“九统一”直供直销。

领跑“三位一体”，推进改革强
社。市及3县级社率先申报总社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试点、率
先实现市县合作发展基金设立全覆
盖，到位资金10亿元、投保农险14
万亩，稳居全省第一。与市农商行、
市农担公司签署协议，授信“供销农
耕贷”“农业生产托管贷”5.5亿元，
互助金额2400余万元。滨州在全
省“三位一体”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
言，无棣等4县区做法获全省推广。

狠抓作风建设，打造过硬队伍。
深入开展“干部作风建设提升年”活
动，荣获全省技能比赛优秀组织奖，1
人荣获全国总社统计竞赛先进个
人。“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事项全面
完成。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