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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五年以来，滨州工业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日趋重要，
资源、土地、环保约束不断强化，滨
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应对，加快工业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
装备制造业，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
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质量效益不断
提升。

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增
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五年来，滨州经济高速增长的要
素条件与市场环境发生明显改变，经
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对困难和挑
战，市委、市政府把握规律，积极作为，
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控风险，确保
了工业经济增长换挡不失势。

2017-2021年，全市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3.8%，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1349家，实现营业收入9090.3亿
元，其中，年营业收入过50亿元的

企业43家，比2017年增加16家，
过100亿元的企业17家，比2017
年增加5家。2021年末，规上工业
企业资产总计8844.1亿元，比2017
年末增长34.4%。

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成
效明显

五年以来，我市通过加快产业
调整步伐，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打造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不断培
植优势产业，滨州市工业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

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2021
年，全市轻重比由2017年的28.7：
71.3调整到16.4:83.6，重工业比重
提高了12.3个百分点。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明显。
五年以来，全市传统工业实现产业
升级、脱胎换骨。如：电解铝及铝深
加工行业，依托魏桥集团等龙头企
业，发展铝型材精深加工，延伸产业

链条，2020年邹平国家高端铝材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获批，初步形成
了在全球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特色
高端铝产业集群。纺织产业逐步
改变了以棉纺初加工为主的行业
结构，实现纺织、家纺高端化，推
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2021年服
装产量达到 2418.5 万件，比 2017
年增长12.2%，培育形成了向尚服
饰等服装品牌，补长了服装短板。
滨州新能源发电从无到有，发展步
伐不断加快。到2021年底，全市已
经拥有山东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华能沾化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华
瑞丰（沾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一
大批风力发电企业，风力发电量达
37.19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除滨
州市沾化区通汇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华
能沾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等规模以
上企业外，还有几十家规模以下
光伏发电企业及个人光伏发电企
业，到2021年底，全市太阳能光伏

发电量已达25.9亿千瓦时。
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五年

来，滨州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大项目，发展
新项目，培育产业集群，打造全产业
链条，新的增长点成为工业经济发
展的有力支撑。2021年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8.03%，占全部
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41.99%，比
2017 年 提 高 14.68 个 百 分 点 。
2021年我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9.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占 全 部 规 上 工 业 的 比 重 达 到
17.4%，2017 年提高 12.9 个百分
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
推动滨州市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发
挥重要作用。2020年，全市从事战
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848.5亿元，较
2017年增长61.7%；占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产值的13%，较2017年提
高6个百分点。

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现代产业体系更趋优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张生 秦景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
敏 王健 通讯员 樊岩峰 报道）日前，
全国爱卫会通报2021年度国家卫
生城镇复审结果，我市一次性高质
量通过复审，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卫
生城市，又一次成功捍卫了荣誉，保
住了这块含金量高、影响力大、综合
性强的城市招牌。

自1992年滨州创建为国家卫
生城市以来，已历经七次复审，连续
29年保持国家卫生城市这块“金字
招牌”。一路走来，滨州城市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立面明显整洁、
秩序井然有序、道路更加畅通、面貌
更加美丽；食品安全得到提升、传染
病管理进一步规范、管理水平明显

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环境
意识和大卫生观念提升，现代化文
明城市发展成效显著。

强大的组织领导为
我市通过复审提供坚实
“后盾”，迎审体制机制坚
强有力

强大的组织领导，为我市通过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提供了坚实保
障。近年来，我市建立并不断完善
了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体
系。自我市启动国家卫生城市迎审
工作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将其作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快
富强滨州建设的务实举措进行安排

部署，先后召开启动会、推进会、反
馈会、调度会、观摩会等20多次，并
列入市委“83”工程和《政府工作报
告》，成立了由市长任总指挥，常务
副市长任常务副指挥，三名副市长
任副指挥的高规格领导小组，并从
各市直部门抽调50余人组成迎审
办公室集中办公，强力推动迎审工
作深入开展。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严格落实
市级领导包街道、市直部门单位包
保主次干道、住宅小区的包保责任
制度。市级领导采取明察、暗访等
方式，定期赴包保单位现场督导迎
审工作；各级各部门分管、包片领导
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广大机关干部

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全市形成以
上带下、上下联动的责任体系和包
保网络，构建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迎审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我市按照“市级对
网、区级对圈、部门对线、人员对
点”的工作要求，将工作责任层层
落实到每条道路、小区、市场、工
地、门店、村庄。广大基层干部不
畏艰辛、勇于奉献，全力奋战迎审
一线。卫健、住建、城管、市场监
管等部门对照技术标准，认真履
职、忘我工作，推动迎审各项工作
有效落实。

（下转第二版）

我市顺利通过2021年度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系第7次高质量通过复审，连续29年保持这一“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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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荟萃“云端”
共话曲艺繁荣发展 全文见第三版

惠民绳网惠民绳网““登上登上””首钢滑雪大跳台首钢滑雪大跳台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曹蕊 报道）北京冬奥会激战
正酣，山东滨州强盛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安全防护网正在北京
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场地上发挥
着保障作用。这是继2016年巴西
里约奥运会后，惠民李庄绳网再次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绽放异彩。

前不久，山东滨州强盛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接到订单，为北京冬
奥会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场地
提供安全防护网。为确保产品
达标，该公司经过多次研发，采
用进口高端色母粒、高分子聚乙
烯材料和先进的编制工艺，使安
全防护网顺利达到要求，其承重
力高达 240 公斤，是普通围网的

2—3倍，同时耐寒性能和防腐蚀
性更好，使用寿命更长，在滑雪场

地上充分起到了保护运动员和赛
道两侧安全的作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丁春贵
报道）2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听取市“两会”建议方案、市第十次党
代会有关事项汇报，对相关工作进行安
排。市委书记宋永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欢
迎出席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式的

国际贵宾宴会上的讲话，立意高远、
视野宏大、思想深邃，为应对挑战、
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好传承特
色传统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
文章。冬奥会开幕式通过科技手段
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滨州的绳网、

厨具、口罩等成为冬奥会上的滨州
元素和滨州担当，要持续做大做强
做久滨州优势产业、特色产品，用足
用好黄河文化、孙子文化等资源，讲
好滨州故事，树好滨州形象，在全
国、全世界叫响滨州城市品牌。要开
展好“山东走在前，滨州怎么办，如
何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解放思

想大讨论和“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
动，在全社会营造在滨州、知滨州、
爱滨州、建滨州，一起向未来的浓厚
氛围，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会议还听取了市“两会”建议方
案、市第十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汇报，
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听取市“两会”建议方案、市

第十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汇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李默 通讯员 李荣新 张永滨 报
道）2月10日，三元生物上市仪式暨
2022年第一期“滨州干部讲堂”在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举行。市委书
记宋永祥出席活动并致辞，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李春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文禄，市政协主席张兆宏，市
政协党组书记范连生，市委副书记
梁金光等市几大班子领导出席活
动，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葛志
强、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朱军出

席活动，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唐瑞为三元生物上市发来
视频致辞，中信建投证券执委会委
员、投行委主任刘乃生致辞。

宋永祥在致辞中代表市几大班
子向三元生物成功上市表示祝贺，
向关心支持滨州企业上市工作的与
会来宾表示感谢。他指出，三元生
物上市在滨州经济发展进程、资本
市场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打响了今年企业上市的“开头炮”，
为全市企业上市引领标杆、增强信

心、鼓足干劲，必将迎来资本市场
“滨州板块”的高光时刻。三元生物
上市让企业发展再添金字招牌，必
将上“市”而兴，吸引更多优质资本、
优势企业、优秀人才，进军滨州食品
加工等五大千亿级产业，带动产业
发展树品牌、拓市场、增效益。滨州
拥有雄厚实业基础、强劲科创态势、
良好金融生态，让产业与金融联姻、
企业与资本携手，必将因“市”而
强。他希望，政企携手乘“市”而上，
让资本市场上水平与建设更高水平

富强滨州同频共振、同进共上，发挥
上市企业“雁阵效应”，引领上市梯
队企业尽快登陆资本市场，期待更
多优质战投、积极股东、知名中介、
优秀券商，助推更多滨州企业搏击
资本市场。滨州市将树牢“让企业
和企业家舒服”的理念，坚持组织推
动、政策拉动、基金撬动、培训引动、
宣传发动、多方联动“六动并举”，大
张旗鼓激励企业主动上市、勇于上
市、善于上市，旗帜鲜明助力企业做
大、做强、做久。（下转第二版）

三元生物上市仪式
暨2022年第一期“滨州干部讲堂”举行

宋永祥致辞 李春田王文禄张兆宏范连生梁金光等出席

三元生物成为我市首家
在创业板上市企业

首发募集资金额位列创业板首发融
资前十和山东第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
庆力 通讯员 李荣新 耿长江 张永
滨 报道） 2 月 10日上午 9点 25
分，伴随着与会领导和嘉宾清脆
响亮的敲钟声，三元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成为我市首家在创业板上市
企业。三元生物的开盘价为145
元，股价上涨32.66%，实现上市

“开门红”。

36.86亿元首发募集资金额，位列创业
板首发融资前十和山东第一

三元生物作为我市优秀企业
的代表，抢抓代糖产业发展机
遇，立足赤藓糖醇及新型多功能
糖领域深耕细作15载，逐步成长
为全球赤藓糖醇生产领军企业。
此次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成功在
深交所上市，并且以36.86亿元的
首发募集资金额，位列创业板首
发融资前十和山东第一，开启了
企业融入资本市场的新阶段，在
资本市场“滨州板块”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三元生物是滨城
区第三家上市公司，也是滨城区
在资本市场的新突破，为全市企
业上市树起了标杆、增强了信

心、鼓足了干劲。
“公司上市标志着更大创业的

开始，我们要借助于资本市场的
力量，用低碳环保的理念，把公
司创办成甜味剂行业的龙头企
业、创办成生物工程的科研平
台，创办成各类人才施展才华的
平台。”三元生物董事长聂在建表
示，公司将沿着发展中奉献、奉
献中发展、创新中收益、收益中
创新的思路，砥砺前行，以创造
价值为己任，回报社会，回报股
东，为滨州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我市实施上市企业培育“种子计划”，形
成“培育储备一批、辅导备案一批、上市挂
牌一批”的梯次发展格局

近年来，我市抢抓资本市场
改革机遇，强化组织保障，顶格
建立全市企业上市领导小组，健
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扶持力
度，推动企业挂牌上市。我市创
新实施了上市企业培育“种子计
划”，成功举办全市企业上市推进
大会等活动，连续出台优惠政
策，形成了“培育储备一批、辅
导备案一批、上市挂牌一批”的
梯次发展格局。三元生物上市
后，我市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3
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8家，
资本市场累计募集资金额达721.6
亿元。

三元生物成功上市，打响了
今年企业上市的“开头炮”，不仅
为滨城区乃至全市企业对接融入
资本市场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也
为吸引更多优质资本、优势企
业、优秀人才，进军我市食品加
工等五大千亿级产业，带动产业

发展树品牌、拓市场、增效益发
挥更大效应。为发挥好三元生物
上市企业示范作用，带动更多优
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在全区形
成“积极上市融资、实现跨越发
展”的浓厚氛围，滨城区委、区
政府将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优
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排忧解
难、保驾护航，助力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做大做强。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志军表示，以三元上市为启
发，该公司将广开融资渠道，激
活金融的“一池春水”，成立上市
专班，研究探讨多渠道上市问
题，对接国内高端风投机构和战
略投资者，谋求更深层次的合
作，通过资本市场，复制推广小
麦全产业链，助力循环经济，打
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领军营养
健康食品产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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