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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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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宵
通讯员 王海霞报道）2月18日上
午，滨州市第十次党代会隆重开
幕，宋永祥代表中国共产党滨州市
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
《扛牢使命 争先向前 奋力建设
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报告。报
告在广大离退休老干部中引起
强烈反响。他们一致认为，报告
主题鲜明、亮点纷呈、思路清晰、
措施具体，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
工作，明确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
富强滨州”的奋斗目标。他们对滨
州过去取得的成绩倍感振奋，对未
来发展信心满怀。

原滨州地区人大工委主任赵
延孝今年84岁了，他于当日上午
列席了开幕大会。他表示，聆听市
委报告令人振奋，很受鼓舞。过
去的五年，滨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主要经济
指标和民生指标已经走在了全
省前列，滨州的高端铝业、纺织
业都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石油化
工、食品加工也在全国名列前
茅，非常了不起。现在的滨州，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舒
适，人民幸福安康，老百姓有了更
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他
表示，未来五年，市委以大格局、大
思路、大胸怀谋划了宏伟蓝图，让
滨州发展融入了国家和全省的大
的发展战略。他充满信心地说：

“滨州人智慧、聪明、有力量，我们

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市政府原副市长于志刚表示，

市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的召开对
全市上下凝聚发展合力、增强发
展信心、实现“走在前列，全面开
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历史意义。市委报告中一连串
亮眼的数据令老同志们备受鼓
舞，滨州已经彻底甩掉了贫穷落
后的帽子，很多经济指标已经走
在全省前列。报告中提出的一
些新的理念让人大开眼界，“高
强活优好美实稳”八个品质提升
完全符合滨州实际。“在滨州、知
滨州、爱滨州、建滨州”主题实践活
动号召大家加大对滨州城市宣传
力度，扩大滨州影响力，吸引更多
人来滨投资兴业。他还表示，将利
用自身优势继续发挥余热，多引进
一些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为提升
滨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作出老同志
应有的贡献。

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隋全国表示，市委报告既高屋建
瓴，又符合滨州实际。“八个品
质”提升高度概括了滨州发展的
全部内容，尤其是提出科创品质
的提升，对滨州工业企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表示，虽
然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但依然十分关心关注市里各项
工作，自发地通过微信转发本次党
代会内容，为滨州的快速发展点
赞。

老干部热议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

对取得的成绩倍感振奋
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怀

2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
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我
市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喜悦的心
情收听收看了开幕盛况，聆听宋永
祥同志代表九届市委向大会作的报
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客观、实事
求是地总结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
成就，科学提出今后五年我市发展
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点任
务，反映了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
群众的共同愿望，是一个高举旗
帜、振奋精神、鼓舞斗志、求真务
实的好报告，必将凝聚起干事创
业的磅礴力量，激励全市上下扛牢
使命、争先向前，加快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的步伐。

奋斗目标明确，发展
路径清晰，坚持实业创新
科技引领引起热烈反响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是滨州大
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转型创新的
关键攻坚期、突破跃升的黄金发展
期。要站在全球、全国、全省“三张
地图”旁思考谋划滨州的未来五年
发展。在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中，
报告将实业创新、科创引领放在了
重要位置。

滨华新材料总经理助理陈磊磊
表示，报告全面总结了滨州市五年
来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对滨州
未来五年的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
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作为企业，为
更好地助力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
设，要把创新放在公司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以思维创新为先导，以制
度创新为突破，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全面发挥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企
业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推进公司从传统基
础化工向新材料、新能源行业的转
型升级，推动公司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

西王特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灵通是西王集团特钢板块的技术
研发人员。他表示，收看大会直播
后备受鼓舞。近年来，西王特钢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深化与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全面深度合
作，多个新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解决
了细分领域特钢材料的“卡脖子”难
题。目前已获得授权专利123个，
主导和参加国家标准制修订 51
个。下一步，他们将坚持科技创新
自立自强，推动特钢产业升级，努力
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更高水平富

强滨州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报告中提出加快传统产业“转

型蝶变”，打造“国家级食品产业基
地”。山东新诺尔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春江说，企业也应该站
在全球、全国、全省这三张地图前谋
划发展之路。作为一家生猪屠宰企
业，今后要围绕提质增效、食品安
全、生态食品这三条主线，以低价值
转换高价值、挖掘研发边缘产品的
原则增加利润增长点，将一头猪研
究细、研究透。本年内企业目标是
实现产值2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500个，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添砖
加瓦，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贡
献力量。

中国工商银行滨州滨城支行党
总支书记、行长卜江滨表示，国有大
行的责任就是服务实体经济。五年
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战略性、
突破性、引领性变化，高质量发展的
成势之效更加彰显、胜势之基更加
稳固，是金融业面临的难得机遇。
作为金融机构必须以提升信贷经营
能力为基础和依托，全力投入到更
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中来。

市财政局的李璇表示，2021
年，市财政局全年争取新增专项债

券255.35亿元，为我市重点项目提
供了急需资金支持。2022年，将坚
定不移把落实党代会精神、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抢抓国
家持续加强跨周期调节战略机遇，
紧盯专项债券政策变化，聚焦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持续保持对上争取
节奏和力度，最大限度争取中央、省
对滨州倾斜支持，为提升八个品质，
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提供坚实财
政保障。

服务态度可见，城市温
度可感，打造全国一流营商
环境的承诺温暖企业家

“以一座城市的名义致敬企业
家，让滨州的每一天都成为企业家
的节日！”这是报告中滨州的承诺。
山东立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玉志说：“报告提出强化营商环境
支撑，树牢‘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
的理念，让我们企业坚定了发展信
心、增强了内生动力。我们将贯彻
落实好党代会精神，树立强烈的责
任意识，抓住发展红利，进一步加大
技改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为更
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作出应有贡
献。”（下转第三版）

“答卷”振奋人心“蓝图”催人奋进
我市党员干部群众热议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樊飞 刘清春 丁春贵 荆常忠 郭刚 李淑霞 任斐 董锋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张丹丹 报道）2月19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宋永祥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委报告、市纪委

工作报告讨论情况的汇报，并研究
提出修改意见；听取了市委委员、市

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
备人选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
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说明；通过了
市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通
过了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
单；通过了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代表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了
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

单；并安排推选大会分团预选监票
人。

又讯（记者 葛肇敏 张丹丹 报
道）2月1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
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
次会议。

宋永祥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人事酝酿和大会分

团预选监票人推选情况的汇报；通
过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
名单；通过了大会分团预选总监票
人、监票人名单；通过了大会关于市
委报告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大会
关于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

市第十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 会议第二次
第三次

聚焦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

《改革创新篇》
■以开放倒逼改革，用改革推

动发展，谋求更加务实的改革效应，
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

■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改出干
部职工精气神、改出事业发展新高
地、改出人民群众满意度。

■让创新的“东风”，助燃创业
的“火种”，越烧越旺、越烧越广，蔓
延成一片“燎原”壮景！

■坚定不移推进“双型”城市建
设，持续搭平台、优服务、聚人才、做生
态，让“科创之光”闪耀“智造之城”。

■国家级开发区要“大而强”，
省级开发区要“精而优”，县域园区

要“专而特”。
■让高校成为人才培育的沃

土、科技创新的源泉。
■争创国家产教融合型、创新

型试点城市，打响“滨州机长”“滨州
技师”“滨州工匠”等职教品牌，打造
全省领先、全国一流“职教名城”，办
好“滨州人才节”，让“智城”处处有
人才、人才处处有机遇！

《城乡建设篇》
■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战略，以描绘“城市工笔画”和
“乡村水墨画”功夫，推动精准规划、
精明增长、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
美呈现。

■把滨州打造成一座有实力、
有品质、有温度，具有无限想象力、
无穷创造力的现代化城市！

■让乡村成为留住乡愁、承载
希望的美好家园！

《文化建设篇》
■扎根厚重文化底蕴和丰富文

化资源，不断塑造引领文化自信，凝
聚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的强大动
力活力。

■深入挖掘孙子文化、黄河文
化、红色文化内涵，让“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的孙子智慧，“勇往直前、百
折不挠”的黄河力量，“不屈不挠、艰
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渤

海革命老区优良传统交相辉映，塑
成最具文化感召力、最具精神支撑
力、最具城市归属感的滨州文化自
信。

■开展“在滨州、知滨州、爱滨
州、建滨州”主题实践活动，汇聚万
众一心的奋进力量。

■让滨州的色彩更加鲜明、滨
州的味道更加醇厚、滨州的温度更
加舒适！

■推进文旅融合，高标准建设
滨州黄河文化旅游带，叫响“到滨州
必看黄河，看黄河必到滨州”品牌。

■广泛宣传推介“智者智城”，
讲好滨州故事，树好滨州形象。

滨州市第十次党代会，那些暖人心催奋进的话（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2月19日上午，在收听
收看全省春季农业生产视频会议
后，我市接续召开全市春季农业生
产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李春田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委副书记梁金光主持会
议。

李春田指出，受去年强降雨天
气影响，我市冬小麦播种偏晚，当
前苗情偏弱，促弱转壮任务艰巨。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抓春耕、
促生产，千方百计稳面积、稳产量，
打好夏粮生产攻坚战，为全年丰产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李春田强调，要抓好当前农业
生产，突出加强田间管理，以促弱
苗升级、促苗情转化、促分蘖成穗
为重点，因苗分类管理，科学肥水
运筹，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咨询、培
训等精准化服务，强化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着力提高苗情质量，

同时做好春耕备播、农资农机保障
等工作。要抓好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完成
大豆扩产任务，加快推进肉牛、生
猪、肉禽等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蔬
菜标准化基地建设，实施种业振兴
工程，持续强化科技支撑。要抓好
耕地保护，全面完成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要
抓好重点工程建设，抢抓春季施工
黄金期，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推进盐碱地开发利
用，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和综合
生产能力。

李春田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扎实做好
服务保障，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建
立督导调度机制，把春季农业生产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不误农
时、不负春光。

毕志伟、焦本强参加会议。

我市安排部署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不误农时不负春光
全力以赴抓春耕促生产

严禁结党营私严禁结党营私 严禁拉票贿选严禁拉票贿选
严禁买官卖官严禁买官卖官 严禁跑官要官严禁跑官要官
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个人说了算 严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说情打招呼
严禁违规用人严禁违规用人 严禁跑风漏气严禁跑风漏气
严禁弄虚作假严禁弄虚作假 严禁干扰换届严禁干扰换届

换届纪律换届纪律““十严禁十严禁””

坚持全覆盖坚持全覆盖、、零容忍零容忍、、
强震慑强震慑，，以铁的纪律为换以铁的纪律为换
届选举保驾护航届选举保驾护航

党代表热议报告党代表热议报告
出席市第十次党代会的代

表们积极履行职责，认真讨论
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结
合本县区、本单位实际研究贯彻
落实党代会精神的措施。（滨
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默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