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52 农历辛丑年十二月廿七 第8495期 今日8版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 电子邮箱：bzrb@163.com

中共滨州市委主办 2022年1月 日 星期六29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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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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
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8日到
中部战区视察慰问，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
春祝福。

临近春节，首都北京洋溢着喜
庆氛围。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首先
观看了反映战区建设和战区联指中
心运行情况的多媒体片，听取了有
关情况汇报。

随后，习近平同中部战区海外
维和分队进行视频通话。来自维和步
兵营、工兵分队、医疗分队、直升机分
队的同志们整齐列队，依次向习近平
报告。习近平向他们，并向我军正在
海外执行任务的全体官兵表示慰
问。习近平强调，要忠实履行维和

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
国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好
形象。维和任务区环境复杂，要注
意加强安全防范，搞好疫情防控。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
接见中部战区官兵代表，同大家合
影留念。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中部战
区成立以来建设发展和完成任务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高标准完成好各项任务，

不断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
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最后强调，春节将至，北
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全军部队要加
强战备值班，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安排好节日期间生活，让官兵
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春节。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慰问中部战区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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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
2021年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市级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全市实现
生产总值2872.11亿元，同比增长
8.3%，两年平均增长6%。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279.3亿元，同比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5.3%；第二产
业增加值1212.01亿元，同比增长
8%，两年平均增长5.5%；第三产业
增加值 1380.8 亿元，同比增长
8.6%，两年平均增长6.5%。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2021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55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9.2%。全年粮食总产量372.2
万吨，增长0.5%，实现粮食播种面积、
单产、总产“三增”。猪牛羊禽肉产量
56.5万吨，同比增长25.4%；蔬菜总产
量175.24万吨，同比增长3.2%；水
产品产量53万吨，同比增长5.7%，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

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3%，两年平均增长
6.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股份制
企业同比增长9.2%，外商及港澳台
商企业同比增长8.5%，私营企业同
比增长9.7%。从三大门类看，采矿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4.5%，制造业

同比增长8.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12.7%，
制造业生产总体稳定。从行业看，
36个行业大类中有28个行业实现
正增长，增长面达77.8%。其中，有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10.2% 、金 属 制 品 业 同 比 增 长
19.9%、纺织业同比增长13.6%，重
点行业支撑有力。

服务业发展稳步向
好，消费市场逐步回稳

2021年1－11月，全市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4%，两年平均增长14.5%。从行
业看，10个服务业行业门类营业收
入同比均实现增长，6个行业门类
同比增速超过20%，服务业发展稳
固向好。从新动能看，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3% 、
59.9%、25.8%，新兴服务业发展势
头良好。从效益看，规模以上服务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4%；营业
收入利润率为6.8%，高于全省平均
0.2个百分点，经营效益持续改善。

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23.34亿元，同比增长14.7%，两年
平均增长7.7%。其中，限额以上消
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8%，两年
平均增长7%。从经营单位所在地
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659.88 亿
元，同比增长14.9%；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163.46亿元，同比增长13.7%，
城乡消费同步复苏。从消费类型
看，商品零售746.78亿元，同比增
长14.2%；餐饮收入76.56亿元，同
比增长 19.1%，餐饮收入增长较
快。从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单位
智能家电、智能手机、金银珠宝类、
新 能 源 汽 车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19.9%、23.8%、42.4%和152.7%，升
级类商品增势强劲。从消费方式
看，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
现零售额同比增长152.5%，占限额
以上零售额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1.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
长，外贸形势总体平稳

202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 增 长 15.3%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1.5%。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
比下降54.2%；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29.7%；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8.6%，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为1.7:50.2:
48.1，第二产业支撑有力。从投资领域
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9.7%，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下降10.8%，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下降5.9%。商品房销售
面积 476.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7%。从动能转换看，工业技改投
资同比增长19.3%,其中制造业技
改投资同比增长34%。“四新”投资
同比增长20.8%，占全部投资的比
重达到59.5%。

2021 年 ，实 现 进 出 口 总 额

1023.1亿元，同比增长24.4%。其
中，出口 462.1 亿元，同比增长
41.2%；进口 561 亿元，同比增长
13.3%，出口好于进口。全市实际
利用外资 5.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6%。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民生福祉有效增强，市场
运行稳中向好

2021年，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87.31 亿元，同比增长
13.7%。完成税收收入 216.16 亿
元，同比增长18.8%，税收占比达到
75.2%，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

2021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2374元，同比增长8.9%，与
经济增长协调同步。其中城镇居民
同比增长7.7%，农村居民同比增长
11%。城镇新增就业4.07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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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年民
生支出 381.28 亿元，占比达到
79.7%，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2021年，新登记企业3万户，同
比增长1.8%；企业总数达14.4万户，
同比增长15.7%，市场主体稳步增
长。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3767.05亿元，较年初增长9.4%；金
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3067.57亿
元，较年初增长5.6%。居民消费价格
温和上涨0.9%，物价运行平稳。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2021年滨州实现生产总值2872.11亿元
同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6%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报道）1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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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宋永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我们推进
党的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贯彻落实讲话精神，要一刻不
松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基调不动摇，做到态度不变、力
度不减、尺度不松，把全面从严治

党推向纵深。要一以贯之扛牢责
任，拧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
任和领导班子“一岗双责”责任链
条，以管党治党成效展现真本事
和硬担当。要一体推进系统施
治，既要一刻不停正风反腐，又要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加大容错纠
错力度，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对
故意和过失、因私和为公、违规和
试错等区分对待，真正为敢担当善
作为的干部撑腰壮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辉
通讯员 房志浩 报道）1月28日，愉
悦家纺有限公司向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交付北京2022
年冬奥会定制版纳纤膜防护口
罩。

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

奥”重点专项“冬季运动与训练比赛
高性能服装研发关键技术”项目总
负责人刘莉接收了口罩，并称赞愉
悦家纺为“科技冬奥”作出了突出贡
献。冰雪冬奥，愉悦助力！在即将
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愉悦
家纺研发的纳米纤维膜防护口罩、
抗病毒防护套服等产品将悉数亮

相，为中国冰雪健儿扬威赛场保驾
护航。

愉悦家纺是国家体育总局冰雪
运动中心赞助商，承担着为冰雪
健儿研制防疫用品、家纺用品的
任务。为做好此次保供任务，愉
悦家纺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
全力以赴攻关，研发生产出科技

含量十足的产品。此次为北京
冬奥会研发的防疫用品，还应用
了愉悦家纺研发的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纳米纤维膜新型材料，
该材料实现了高阻隔性和高透
气性的完美结合，未来有望在疫情
防控、生命科学等领域掀起一场材
料革命。

愉悦家纺交付北京冬奥会定制版纳纤膜防护口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1月28日上午，在新春
佳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李春田到滨州海警局走访慰问。

在滨州海警局，李春田参观了
军史长廊、执法办案区、官兵宿舍
区，查看海警官兵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环境，与海警官兵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了海警部队的发展历程、
职能特点和滨州大队建队以来的
立功受奖情况。

李春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海
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
福，并对海警官兵在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为
滨州提供的有力保障表示感
谢。他说，海洋产业是滨州发展
的优势所在，希望滨州海警官兵
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履职尽责，
不断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水平，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为滨州海洋强
市建设保驾护航。市委、市政府
将全力支持海警局工作，尽最大
努力解决海警官兵在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为部队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进一步开创军地携手发展新
局面。

赵永生、王进东参加活动。

李春田到滨州海警局走访慰问时强调

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水平
为滨州海洋强市建设
保驾护航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
庆力 报道）1月28日，市委书记宋
永祥到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走访
慰问，并到滨城区全福元超市调度
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工作。

在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宋永
祥来到各个专班（组），详细了解各
专班（组）工作流程，对大家过去一
年为全市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
作所作贡献表示感谢，并向大家致
以新春问候。他说，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去年我市疫苗接种、流调
等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希望大家一
如既往落实好“立足于有、关口前
移、多重屏障”的纵深防御策略，继
续慎始慎终地把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到位，坚决守住疫情不反弹

底线。
在滨城区全福元超市，宋永祥

到粮油、蔬菜、食品等销售区，详细
了解商品价格、储备、销售等情
况。他指出，春节将至，正是商贸
促销、假日消费等活动的旺季，也
是各类风险隐患加大的关键节点，
各级各部门要加强节日调度和检
查，做好疫情防控、市场保供、安全
生产等工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
安乐祥和的节日。要加强疫情防
控，继续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地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要加强市场保
供，引导市民理性消费，满足市民
消费需求，确保货源充足、物价平
稳。要加强隐患排查，抓好安全生
产，特别是要保障好食品质量安
全，维护好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穆杰、刘裕斌、杜玉杰参加活
动。

宋永祥到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走访慰问并
调度市场保供工作时强调

加强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
让全市人民过一个
安乐祥和的节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1月25日，在山东省政
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滨州市政协
主席张兆宏等多位委员联名建议，
大力弘扬孙子文化，打造“文武双
圣”金字招牌。

文圣孔子，武圣孙子。张兆宏
等委员们认为，山东不仅是孔子故
乡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孙武
故里和兵学文化的源头。孙武所
著《孙子兵法》被世界奉为“兵学圣
典”，是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山东省独有
的世界级文化资源。

张兆宏等委员们建议，进一步
加大孙子文化的弘扬传承力度，把
打造“文武双圣”品牌纳入全省发
展战略布局，促进武圣文化与儒
家文化协同发展、齐头并进。委
员们建议，讲好“孙子文化”故
事，以孙子生平事迹及其兵法运
用为题材，编撰孙子文化故事，
创作文艺作品，推动孙子文化出
版、演艺、影视、动漫等行业加快
发展；利用主流媒体，借势孙子文
化在世界上的独特魅力，瞄准重点
国家和地区，宣传扩大孙子文化的
世界影响力。

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张兆宏
等多位委员联名建议

大力弘扬孙子文化
打造“文武双圣”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