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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对
中国人来说，一年一度的阖家
团圆时刻近在眼前。此时，羁
旅他乡的游子心头有了乡愁，
在外求学的学生思乡情切，久
在异乡的打工人更是想着“有
钱没钱，回家过年”。

但今年的春节，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此前，国内多地出
现新的感染者，新冠肺炎疫情
呈现散发态势。因此，今年的
春节，我们还应该积极响应

“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远行”的
号召，这既是给自己的生命健
康上的一份“保险”，对远在老
家的亲人们来说，也是为他们
屏蔽了感染疫情的风险。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爱，但
往往缺乏表达爱的方式。因
此，在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下，在奥密克戎潜伏窥视的危
险时分，我们春节不返乡，就
地过年，可能对家人、对乡邻、
对更多的父老乡亲而言，正是
一种最安全、最科学、最深情
的爱的表达。

当然，还是会有很多在外
工作的人因为这样或者那样
的原因必须返乡。我相信，没
有人愿意给亲人们带去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更没有
人愿意风里雪里跨越千里却

把疫情带回了老家。因此，切
莫用“恶意返乡”这样的字词
形容返乡人，因为他们没有恶
意，有的只是对亲人的思念、
对家庭的担当或者对于生活
的无奈。

对于这些“回家的人”，我
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包容。而
这份理解和包容，应该建立在
返乡者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积极响应当地防疫政策的
基础上。梁实秋在《送行》一
文中有这样的表达——“你
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
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对身
在外地的游子、学子、打工人，
我想说，“你返乡，可能无人送
你，但无论多大风多大雨，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
间联系你。”

其实，久居外地的打工
人，应该早已经融入了异地的
生活圈；刚刚在外地就业的小
哥哥、小姐姐，在异乡过年应
该也会多一份新奇的体验。
外地街头的亮化灯，和老家的
一样美丽；外地的饺子，可能
更多了一分滋味。如果想念
家人，就拿出手机，打通视频，

“身在两地、心在一起”，我们
的情感同样浓郁，我们的感情
同样厚重。

苏东坡有词曰：此心安处
是吾乡。因此，如果不是有十
分紧要的事必须返乡，就请大
家多一分“心安”，就地过年，
非必要不远行。待来年，疫情
退去，我们重整旗鼓再出发。
到那时，我们再返乡也不迟。

就地过年，是最安全
最科学的爱的表达

李鹏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
伟 报道）1月28日，记者在2021年
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1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保持全省前列，新旧动能转换的成
势之效更加彰显、胜势之基更加稳
固，“新旧动能转换”考核在全省继
续名列前茅。

创建“双型”城市，加压奋进蓄
势赋能。2021年，我市“五院十校N
基地”创新格局日趋完善，区域应用
型科创高地强势崛起，渤海先进技
术研究院签约进驻机构167家，魏

桥国科研究院超高精细光刻胶、铝
基复材、弹性应变传感器等“中科
系”国字号科研成果批量转化、落地
试产。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
达到3.36%，高于全省平均1.06个
百分点，列全省第1位。

调整产业结构，坚决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2021年，魏桥轻量化基
地5个项目年内投产，首台全铝车身
正式下线，中高端铝制品占比达到
63.6%，轻量化铝新材料入围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公示名单，
这是滨州铝产业继荣获“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后摘获的又一个
“国字号”荣誉；5家企业入选全省高
端化工产业“链主”企业，数量居全
省第1位；6家企业入选“中国粮油
榜”，占全省入选企业的一半。

聚焦重点突破，坚决培育壮大新
动能。黄河科技产业园15个高端电
子信息企业实现当年入住、当年开
工。规划装机规模1570万千瓦的
鲁北（滨州）风光储一体化基地纳入
省基地规划，并加快推进实施。5个
县市区入选全国整县制光伏开发试
点县。邹魏工业园30万千瓦分布

式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完成并网调
试。滨化氢能示范项目加快推进。

坚持“项目为王”，集聚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2021年，我市持续发
挥“1+7+7+N”“指挥部+专班”重点
项目推进机制作用，动态储备“四个
一批”项目 1000 个以上、总投资
8000亿元以上。京沪高铁二通道、
济滨高铁获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复，
泊港铁路开通运营，秦滨高速全线
贯通，渤中19-6、京博绿色化工材
料、滨华碳三碳四、鲁北锂电材料等
重大项目带动全产业链跃升。

去年我市“新旧动能转换”考核在全省继续名列前茅

年之佳境，阖家团圆；年之众乐，
衣食领衔，故年之诸事，年货为先。
日前，在邹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一场精心打造的平姐乐购新春年货
节，让广大市民从采购“妈妈的味道”
年货中，获得了新年的仪式感。

活动中，由邹平市妇联主办的
“妈妈的味道”平姐乐购新春年货
节，带来16家“妇”字号企业的20余
种巾帼好产品。自1月18日火热开
市以来，广大市民纷至沓来，逛年
集、品年味，识年俗、享年趣。

踏着新年的脚步，年货节现场
笑语连连，热闹非凡。软嫩滑爽的
段桥丸子、造型各异的花馍、怡人清
香的茗茶、酥脆香口的烧饼、物美价
廉的香油和无花果干……琳琅满目

的特色年货，处处飘着“妈妈的味
道”、年的味道，让大家大饱口福、眼
福，纷纷下单购买。

“听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有个
年货节，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逛一
逛，没想到东西真不少，不仅有我小
时候吃的花馍，还有年轻时用的老
粗布，特别有年味。孩子也对花馍、
丸子、烧饼很感兴趣，还亲手做了个
花馍。”市民李燕笑着说，现场各类
传统民俗手工体验营造了浓厚年
味，也让大人、孩子“过把瘾”。

本届年货节集结了邹平众多
名、特、优农副产品，既有邹平传统
特色美食，也有鲜花饼、大麦虫、无
花果酒等新兴特色食品，还有蕴含
传统手工艺的老粗布和具有现代特
色的淞汐数字油画。好吃、好喝、好
逛的年货市集，不仅为邹平创业女
性和广大妇女群众搭建了消费帮扶
产销直通车，也让更多的优质巾帼

好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
“俺们的产品是咱邹平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前一般就是线下售卖，销
货渠道非常有限，没想到这次妇联给
我们免费做了一场直播，开通了线上
销售渠道，为我们的丸子做了很好的
宣传。”邹平段桥丸子传承人王孟杰
开心地说。

为进一步推广邹平巾帼好产
品，助力“妇”字号企业发展，邹平市
妇联与商家精心商讨活动方案，采
用线上直播+线下展销方式，为市民
提供质优价廉的年货产品，回味春
节特有的“妈妈的味道”。

年货节现场不仅能品尝到邹平
特色年货美食，还能体验到特色民
俗文化，邹平市妇联组织广大少年
儿童一起参与“我们的节日——春
节”书写好家训传播好家风活动，写
春联、剪窗花、送祝福，用双手书写
新年祝福，裁剪美好祝愿。

年味是指尖上的传承，也是笔
尖上的祝福。活动现场，小朋友们
在老师指导下，巧手裁剪出一张张
美丽的窗花，挥毫书写一副副墨香
洋溢的春联、福字，并将寄寓着新年
美好祝福的作品送给前来选购年货
的市民。

本次年货节作为邹平市妇联扶
持女性创业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
为“妇”字号企业和巾帼好产品搭建
了宣传销售平台，也为妇女群众购
买放心年货、体验春节氛围拓宽了
渠道。据不完全统计，现场销售收
入近5万元。

“我们将进一步开拓思路，将传
统手工艺和妇女创业发展相融合，打
造邹平特色‘妇’字号文创产品，并对
巾帼好产品深入开发、宣传，为妇女
创业就业提供多样化服务支持，实现
产业融合发展的整体效益。”邹平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夏冰说。

在平姐乐购新春年货节体验“妈妈的味道”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璐 马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
伟 通讯员 毕镭华 康凯秦 景敏 田方
仪 报道）1月28日，我市召开2021
年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二级调研
员、新闻发言人刘玉英介绍了2021
年全市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亮点。

2021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实现了量的跃升、质的突破、稳的
延续，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地方级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全
省前列，为今年实现“稳中求进”奠
定了坚实基础。

发布会介绍，从2021年主要经

济数据看，全市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稳中向好，好于预期。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2872.11亿元，同比增长8.3%，
经济增长与全省同步，增速连续两年
保持全省第二方阵，综合实力明显增
强。质量效益全面提升，经济结构进
一步优化，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主
要呈现四个方面的特点。

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经济运行
全面恢复。我市抢抓发展机遇，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三次产业齐头并
进，生产领域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稳步向好，实现粮食播种面积、单
产、总产“三增”；工业经济运行平
稳，初步预计，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
入突破 9000 亿元；服务业蓬勃发
展，增加值同比增长8.6%，较上年加
快4.2个百分点，稳增长的作用更加
突出。

市场需求稳定复苏，经济循环
加快畅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

长，同比增长15.3%，连续21个月保
持全省前4位，全年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高于预期目标。制造业投资持
续发力，同比增长49.7%，高于全部
投资34.4个百分点，制造业基础地
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消费规模扩
大，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23.34
亿元，同比增长14.7%，高于8.0%的
预期目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外贸
形势逐步向好，实现进出口总额
1023.1亿元，首次迈上千亿台阶。其
中，全市出口表现良好，出口额462.1
亿元，同比增长41.2%,列全省第6
位，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发展质
效持续向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服务业主引擎作用凸显，占GDP比
重达到48.1%。财政收入质量提升，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达75.2%，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
点。绿色低碳扎实推进，能源加工

转换总效率达72.1%，同比提高1.4
个百分点；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下降，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同比下降3%；规
模以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20.1%，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六稳六保”稳步推进，经济活
力加速释放。扎实推进惠民实事，
兜牢兜实民生底线，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城镇新增就业4.1万人，完成
年度任务的116.4%，城镇登记失业
率 2.3%，低于 4.5％的年度控制目
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374元，同比增长8.9%，连续两年
保持全省前6位，与经济增长协调同
步，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民
生 支 出 381.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7%，占财政支出比重达79.7%，民
生保障稳固有力。企业总数达14.4
万户，同比增长15.7%，市场主体稳
步增长。全年新增“四上”单位605
家，精准服务市场主体成效显著。

2021年滨州多项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全省前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
伟 通讯员 毕镭华 康凯秦 景敏 田
方仪 报道）1 月 28 日，我市召开
2021年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二
级调研员、新闻发言人刘玉英就我
市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进展和新突
破进行了解读。

202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全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质量继续向“优”迈进。面
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市委市政

府科学应对、精准施策，不断推进高
质量发展提档升级，经济总量争先
进位，指标增速位居前列，质量效益
大幅提升。2021年，全市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87.31亿元，列全省
第8位；同比增长13.7%，列全省第6
位，总量和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全省
第二方阵。完成税收收入216.16亿
元，同比增长18.8%，2021年以来一
直保持全省前4位，财政收入量增质
优。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协调同
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02，比上年缩小0.07，共享发展步
伐稳健有力。

新兴动能加速朝“强”凝聚。我

市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强力推动从
“初见成效”向“取得突破”迈进，新
生优势加速凝聚，传统优势夯实塑
强，滨州发展动力越来越足。聚力
新兴动能培育，“四新”投资、高新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20.8% 、
26.7%，占全部投资比重分别为
59.5%、51.7%；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88.6%，新动能投资持续加大，为
产业加速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聚
力传统动能改造升级，装备制造业
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19.1%、42.8%，分别高于全部规
上工业9.8个、33.5个百分点，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

重达到17.4%，较年初提高4.7个百
分点，工业加速向高端迈进。

科创活力不断向“新”增强。坚
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
进“双型”城市建设，赋能增势效应
加速显现。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36%，列全省
第1位，综合创新水平指数上升位次
列全省第1位，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
发人员提高幅度列全省第2位。初
步统计，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
长28.0%，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
到 42.0%，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
点，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滨州高质量发展动力更足势头更强成色更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
伟 报道）1月28日，我市召开2021
年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市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李解
放就我市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情
况以及2022年重点从哪些方面抓
好投资工作进行了解读。

2021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持
续平稳健康运行，全年同比增长
15.3%，高于全省平均9.3个百分点，
连续21个月位列全省前4位。全市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民间投资保
持较强发展劲头，增速达到10.7%、
占全部投资比重的67.3%；新兴产业
领域投资保持快速增长，高技术投
资同比增长88.6%，四新投资同比增
长20.8%，投资占比达到59.5%。

发布会介绍，2022年，我市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
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紧
紧扭住重点项目建设这个“牛鼻
子”，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把精
力、人力、物力优先配置到项目建设
上来，驰而不息推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对2022年谋划的1086个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我市将强化服
务指导督导，确保项目加快落地落
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实施分类推进。对续建项目，
将年度计划分解到月份，服务督导
项目单位，按计划进度实施。对新
开工项目，重点放在加快手续办理，

将各项手续办理清单化、台账化，明
确职能部门职责，压实办理时限和
责任，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对
准备类项目，指导服务项目单位加
快前期准备工作，尽快转为新开工
项目。

强化要素保障。按照“要素跟着
项目走”工作机制要求，摸清重点项
目要素需求，服务协调相关职能部门
和项目单位，做好对上争取工作和服
务保障工作，推动资源要素精准配置
到项目，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健全完善项目协同推进机制。
将项目建设推进与科技创新、现代
金融、人力资源协同推进，建立和完
善项目建设推进生态机制，引导科
技、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资源向

重点项目集聚，以项目建设推动产
业链条化、集聚化、园区化、高端化。

精准项目调度督导。对项目手
续办理和投资分解落实到月份，建
立清单台账，挂图作战，按月调度通
报手续办理和投资进展情况。按季
度组织投资运行分析会，分析目标
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研究制定改
进措施办法。

完善指挥部运行体系和机制。
充实强化指挥部工作力量，优化“指
挥部+专班”运行模式，落实好全链
条闭环式项目问题解决机制和“三
色”督办制度，继续实行重点项目领
导帮包责任制，加强驻企服务员培
训工作，提高驻企服务员服务项目
水平。

我市将把精力人力物力优先配置到项目建设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何敏 李哲 报道）
近年来，市住建局质安服务中心
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工
作要求，在推动全市工程造价行
业发展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抓服
务、监管帮扶抓发展、强本固基
抓创新，围绕党建引领、政策支
持、监管帮扶、培训引导四方面
下功夫、出实招，有力助推行业
转型升级和规范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打造行业
红色基因。市住建局质安服务
中心坚持将党建工作与企业、
行业发展相融合，构建抓党建
促发展的新格局，全力打造一
支政治过硬、业务素质强的造
价队伍。2021年，市住建局质
安服务中心代表队参加省工程
建设标准造价行业党史知识竞
赛，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荣获团
体一等奖。

坚持政策支持，助力行业转
型升级。市住建局质安服务中
心及时做好工程造价改革政策
的贯彻落实和调研，加大服务保
障措施，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精
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
质取消后，该中心深入造价协
会、企业进行调研，多次组织研
讨，引导我市造价企业科学分

析、谋划发展，在激发造价企业
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加快企业
转型升级。

坚持监管帮扶，引导行业规
范发展。市住建局质安服务中
心建立了造价企业及造价师信
用档案，加强“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规范造价企业和从业
人员执业行为。面临造价改革
的新形势，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
沟通探讨行业规范发展的政策
方向，充分发挥市标准造价协会
政企桥梁、行业引领、行业自律
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造
价行业监管机制，引导造价行业
规范发展。

坚持培训引导，拓宽人才培
养渠道。市住建局质安服务中
心深入贯彻人才强市战略，积极
组织举办造价领域高层次讲座
和行业技能竞赛，全力培养创新
型、应用型、技能型高素质人才
队伍。2021年，该中心联合市
总工会举办全市造价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173名土建造价骨干
人员参加竞赛，荣获前十名的选
手被授予“滨州市2021年度工
程造价技能之星”荣誉称号，荣
获第一名的选手按照程序申报
了次年度的“滨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

市住建局质安服务中心：

抓好“四个坚持”助推
工程造价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月 24 日，市城管局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志愿者走进新滨公
园，开展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绿色环保、垃圾分类宣传进
公园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市民发放了
《垃圾分类宣传册》《滨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滨州市停车场

管理条例》等宣传材料共计 100
余份，并认真讲解了垃圾分类的
基本常识、我市垃圾分类现状以
及文明出行、文明停车的相关知
识，旨在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到垃
圾分类、文明出行中来。（滨州日
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
学银 王国芳 张磊 摄影）

绿色环保垃圾绿色环保垃圾
分类宣传进公园分类宣传进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