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创国家级海绵城市示范市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铁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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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市住建局承担市第
十次党代会、《政府工作报告》等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牵头任务
12项、民生实事11项、本部门其他
重点工作2项，现承诺如下：

紧跟上级战略部署，打造一
批高层次试点。制订出台《滨州
市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
案》，积极申报省级城市更新试
点，争取列入省级城市更新试点
名单。争创国家级海绵城市示范
市，出台《滨州市海绵城市管理
办法》，修编《滨州市海绵城市建
设专项规划》，年底前全市城市
建成区30%以上面积达到海绵
城市要求。组织编制《滨州市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2021- 2035
年）》，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深入落实省三年行动方案，
研究制定《滨州市深入推进新型
城镇化实施方案》。在市本级监
管的住宅项目推行“先验房后收
房”试点，确保住房工程交付使
用前质量。

围绕走在全省前列，创建一
批高水平品牌。深入推进全省独
创的乡镇安居工程建设，年底前
基本建成500套。深入推进走在
全省前列的“渤海红色物业”建
设。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实
施清洁取暖查漏补缺，抓好剩余
户数清洁取暖改造，10月底前完
成省定建设任务。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干成一

批高质量实事。建立房地产开发
管理全流程、全环节监管机制，
将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控制在
9-18个月合理区间。实施“互联
网+开发管理服务”，提升房地产
开发管理信息化、网络化水平，
年内销售面积达到486万平方
米。实施黄河植物园一期、二期
建设，年内一期室内植物馆达到
使用条件；年内二期完成南海苑
周边、茂林坪、东韩村、南环河周
边绿化施工和园区道路、管网等
配套设施工程。年内市主城区15
项道路畅通工程达到通车条件。
实施棚户区改造，11月底前，完
成新开工 1575 套、基本建成
1200套任务。实施城中村改造，
完成33个村征收拆迁工作，续建
16个已开工安置区，新开工7个
安置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46个，253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2.64万户。推动市人民医院西院
区（设置床位数2000张）年内搬
迁投用。推动开展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出台办法，对市主城区既
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进行财政
补助，同时探索制定住房公积金
支持用于既有住宅改造加装电
梯政策。关心群众安危，实施危
房改造441户，持续开展农村低
收入群体住房安全情况摸排，对
有改造需求的农户，按照相关程
序纳入2022年危房改造计划，实
现应改尽改。

2022年，全市交通运输系统
将以全面融入国家京津冀—长三
角交通主轴和全省五大交通通道
为目标，推动高铁、机场破题开局，
高速、港口做优做强，助力滨州迈
上“通江达海”新征程，打造国家主
干道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城市。

今年计划完成交通基础设
施总投资160亿元，铁路货运量
比去年增长5%以上，港口吞吐
量达到4100万吨。实施“四好农
村路”提档升级行动，年内新改
建农村公路360公里，路面改善
1100公里，改造危桥54座，实施
村道安保工程510公里。

加快铁路建设。积极与省交
通运输厅、山东铁投集团沟通对
接，确保京沪高铁辅助通道津潍
铁路按国铁集团实施计划推进；组
织有关县区开展济滨高铁土地组
卷工作，待自然资源部批复用地手
续后开工建设。积极协调国铁济南
局，推进邹平货运铁路开通运营。
开展博港铁路电气化改造、海兴
至鲁北高新区支线铁路前期工
作，为尽早实施打下基础。推进
滨州（金达）铁路煤炭物流园、邹
平铁路物流园等重点物流园区
建设，着力完善物流体系。

织密公路网络。推进庆云至
章丘高速、沾临至滨台高速桓台
联络线、长深高速大高至彭家枢
纽段改扩建前期工作。开工高青
至商河高速，确保沾临高速、济

高高速年底通车，实现高速环
城，力争完成投资55亿元。加大
G228丹东线滨州段推进力度，同
步推进G220滨州东营界至高清
庄段等8条国省道新改建工程前
期工作，积极协调滨州黄河大桥土
地问题，力争完成投资4.2亿元。

提升港航能级。深入实施
“四港联动”战略，统筹推进滨州
港至鑫岳化工原油管道、黄骅港
至北部沿海县区管输系统前期
工作。积极协调推进5万吨级航
道及防波挡砂堤工程，年底具备
开工条件。加快推进8#9#泊位桩
基、码头主体工程建设，年底实
现交工验收。开展套尔河港区综
合提升项目前期研究，积极推进
套尔河港区整体市场化运作。推
进小清河复航和博兴港区湖滨
作业区一期工程，年内完成航道
主体工程。积极与中铁第五勘察
设计院对接，配合机场建设专班
完成民用运输机场选址。

办好为民实事。深入实施交通
惠民工程，办好8件民生实事。开展
出租车年审进企业活动，实现车辆

“随审随走”。继续实行直达主城区
城际公交半价优惠乘车政策和三
座桥梁免收滨州籍小型客车通行
费政策，进一步提升主城区吸引
力。实施G205山深线无棣阳信界
至滨城张集段中修工程，提升路面
通行条件。投资16亿元实施“四好
农村路”提档升级行动。

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60亿元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 邹继刚

2022年，市城乡水务局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按照“四定一网，五水并举”
工作思路，以“四水四定”为原则，
以现代水网建设为主线，统筹源
水、用水、留水、节水、管水，全力
构建城乡水务发展“一张网”，为
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提供坚实
水支撑。全年计划投资48.7亿元，
实施水务项目49项。

勠力融入大战略，构建管水
用水新体系。加快推进黄河水资
源超载区治理，确保全年指标内
引黄水量不超8.57亿方。全面实
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
落实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等制度。探索实施区域水价综合
改革，争取国家再生水利用试点，
构建雨洪水、长江水、黄河水、再
生水等多水源配置格局。

奋力推进大建设，完善现代
水网新格局。汛前完成漳卫新河
清淤清障工程和秦口河治理主体
工程，实现全市骨干河道全覆盖
治理。推进沾化区水库连通、阳信
县河库连通等水系连通工程和沾
化区西水东调工程建设。实施胡营
河拦河闸建设和马颊河黄瓜岭橡胶
坝除险加固工程，加快推进鲁北水
库、滨源水库、利民水库、城东水库
新建工程，实施埕口水库、芦家河
子水库增容工程，对于印、台头等
4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强力实施大修复，绘就水美

滨州新画卷。清淤、整治新立河七
大片区管道317公里，完成污水
管道调配工程建设和排水管网普
查修复。实施2处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
城区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肖堂
河钢坝闸，对北环河、新立河、南
部水系进行综合治理。规范使用
生态水，推进重度盐碱地改良、地
下水补源、河湖水系补水等项目
建设。

倾力做好大保障，展现乡村
振兴新作为。实施小开河、韩墩、
道旭、张桥、大道王等5个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520个
村村内管网改造，铺设管网4000
公里，受益人口44万人。探索建
立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县级
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
制，制定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
管理机制办法。

全力落实大监管，开创行业管
理新局面。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
问题排查整治和影响防洪安全拦河
工程排查整治行动，抓好河湖“四
乱”问题整改，完成148条美丽幸福
河湖达标任务。狠抓地下水超采治
理，年底前完成惠民、无棣、博兴超
采区治理项目，压采地下水300
万方。不断加强水土保持监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22平方公里。开
展汛前隐患排查，完善城市防汛
应急预案，实施城区4处易涝点治
理，确保度汛安全。

构建城乡水务发展“一张网”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黎明

年内新建高标准农田60万亩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张成江

实现海洋生产总值增长10%
市海洋发展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殷梅英

2022年市商务局承担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政府工作报告
等牵头、配合事项22项，我们将
聚力攻坚、确保完成。现将重点
工作亮述如下：

外贸固稳提质争先向前。外
贸进出口实现1100亿元以上，增
长8%左右。重点实施“四大”行
动：一是实施外贸基本盘固稳行
动。动态跟踪监测200家骨干企
业订单情况、经营困难和政策诉
求，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组织
200余家企业参加进博会、广交
会等展会，实现“一带一路”及
RCEP 市场贸易额 350 亿元以
上。举办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
等20余班次专题培训。二是实
施新业态新模式提升行动。加快
发展 1210、9710、9810 等新模
式，培育培强4个跨境电商产业
园和11个海外仓，跨境电商贸易
额增长30%以上。扩大现有11
家外综服平台服务小微企业覆盖
面，实现贸易额增幅60%以上。
三是实施外贸主体培育行动。引
导内贸企业触网升级，2022年新
增外贸实绩企业220家左右。四
是实施外贸进出口通道畅通行
动。加快推进综保区申建；实现
内陆港、保税仓、保税物流中心等
海关监管区贸易额增长20%以
上。

外资量稳质升争先向前。实
际利用外资完成6.2亿美元以上，
增长 15%左右。重点实施“三

大”攻坚：一是在激活存量上强
攻坚。对现有外资企业逐一建
档立卡，建立联系帮包机制。
二是在引进增量上强攻坚。加
大招引力度，全年新设外资企
业35家以上。三是在提升质量
上强攻坚。着力推进产业链招
商，确保全年制造业外资、日韩资
及欧美资占比分别达到70%和
10%以上。

消费提质扩容争先向前。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左右。重点实施“四新”消费
提 升 ：一 是 推 动 消 费“ 新 基
建”。完成渤海七路省级步行
街改造提升，推进3个商业综合
体建成投用。二是建设商贸

“新流通”。加快推进博兴、惠
民、滨城省级城乡高效配送示
范县和惠民省级“县乡镇商贸
中心建设引领县”建设。三是拓
展消费“新场景”。培育 1 家首
店、打造 30 处夜间消费集聚
区。四是发展消费“新模式”。
举办第二届网红直播带货大
赛，推进邹平、博兴国家级电商
进农村示范项目建设，2022年全
市网零额实现140亿元以上，增
长12%左右。

开发区创新创造争先向前。
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省前
8位。重点实施“三个”着力：一是
着力加快特色园区建设。二是着
力强化园区项目招引。三是着力
提升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

外贸进出口实现1100亿元以上
市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曹星伟

2022年，市农业农村局共
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22项。按照“走在前列、全面开
创”和提升“八个品质”要求，承
诺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锚定稳产保供走在前，坚决
稳住农业基本盘。年内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达到 880万亩、总产
370万吨以上，完成7万亩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省定任务。年
内瓜菜、果品产量分别稳定在
246万吨、78万吨以上；生猪、肉
牛、肉禽存栏分别达到150万头、
38万头、5000万只，能繁母猪稳
定在21万头，肉蛋奶产量稳定在
90万吨，畜牧及相关产业产值达
到1280亿元。全市年内新建高标
准农田60万亩，同步发展高效
节水灌溉18万亩，每个县市区
各打造1处高标准农田示范样
板区。年内建设高标准种子示范
田和繁制种基地面积10万亩，
畜禽核心育种场2家。

锚定防止返贫走在前，持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完善自
下而上主动申报和自上而下筛
查预警相结合的双向监测机制，
对新发生返贫致贫风险户及时
快速识别并纳入监测对象范围。
继续对6.5万脱贫享受政策户和
边缘易致贫户进行帮扶。积极开
发乡村公益性就业岗位，帮助脱
贫人口就地就近就业。

锚定产业发展走在前，着力
解决“大而不强”难题。实施农业

全产业链培育计划，着力打造一
批农业全产业链“链主”企业。持
续推进小麦、肉牛加工两个国家
级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积极培育
壮大玉米、大豆加工两个新产业
集群。编制果业、畜牧业、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广

“沾冬2号”2万亩，设施冬枣3
万亩，建设10个现代果业精品
示范园。新认定市级农业产业强
镇 8 个、乡土产业名品村 100
个。开展农业品牌提升行动。深
入推进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
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

锚定乡村建设走在前，夯实
农村发展基础。牵头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专项战役。创建美
丽乡村示范片区10个以上、建设
省市级以上示范村100个，完成
1000个村的清洁提升任务。抓好全
市10个智慧农业示范乡镇试点，
加强4300个益农信息社管理。

锚定农村改革走在前，进一
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指导无
棣县开展好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
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流转
率稳定在63%以上。指导各县
市区建立完善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支持邹平市开展首批全
省乡村振兴体系建设试点。健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持续推进
政策性农业保险，主粮保险覆盖
率达到80%以上。

2022年，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将紧紧围绕“党建、创新、品质、
品牌”，谋划推进落实全年任务，
确保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440 亿
元、渔业经济总产值220亿元，分
别增长10%。

建机制，提升经略海洋品质。
紧盯总投资236亿元的111个涉
海项目，坚持月调度、季通报，适
时组织重点项目观摩，争取海洋
强省会议现场观摩点。协调推动
海洋委成员单位、县区、部门，靠
前服务“四港联动”、千亿级新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稳步解决
全市 419 公顷围填海历史遗留
问题。建立海洋经济运行调度机
制，开展新一轮市、县海洋生产
总值核算，扩大滨州海洋经济规
模。

全链条，提升产业发展品
质。打造渔业、水产种业2个全产
业链条，构建“13443”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建设博兴方圆、沾化昶晟
水产加工物流基地，提升北海汇
泰、王尔庄海蜇批发市场，水产食
材就地加工率提高10%。建设对
虾、贝类育苗中试基地，扩大水产
苗种繁育规模，全省市场占有率
提升3%。新增设施化养殖40万
平方米。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
水产原良种场，扩大“三品一标”
认定，举办滨州对虾节、水产博
览会，打造“渤海贝仓”等区域品
牌。实施鲁北碧水源 10 万吨海
水淡化工程，推进美高美、蔚蓝

生物酶制剂项目，建设宏烨2G
瓦、滨海110万千瓦渔光互补项
目。

搭平台，提升科创赋能品质。
建设海洋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中
心。建设智慧渔业信息平台，推进
渔业生产规范化、组织化、产业
化。建设蓝碳监测评估中心，开展
贝藻类碳汇基础研究。建设国家
级对虾联合育种平台，推进“渤海
1号”新品系认定。建设水产品高
值化研究中心，研发全虾宴、即食
海蜇等预制菜、水产休闲食品。建
设海洋渔业科研中试基地，制定
推广对虾生态育苗等养殖技术标
准。

成体系，提升安全防控品质。
建设“滨州东营海上渔业安全协
同共治示范区”。加大海洋执法巡
查力度，确保不发生违法围填海
案件。建设“蓝色救护驿站”，为全
市100艘大中型渔船配发“应急
医疗箱”。推进渔民减船转产，压
减海洋捕捞功率1200千瓦。提升
海洋环境预报和灾害风险预警能
力。为786艘渔船更新通导设备，
实时管控“三无”、大马力渔船。推
进水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
三年行动，确保水产品抽检合格
率100%。

强党建，提升干部队伍品质。
打造高效务实的行政队伍、规范
严格的执法队伍、专业专注的科
研队伍，倡树“严真细实快”作风，
实现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