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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宋静
涵 通讯员 卢凯 张啸林 报道)为了
全面落实全市制造强市推进大会精
神,推动工业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滨
州工业园锚定“制造强区”攻坚目
标,坚定不移地打造“全流程服务+
产学研用融合”新模式,助力制造型
企业发展破局。

全流程服务,夯实项目落
地投产、效能提升的“起跳台”

园区创新建立“三个一、一对
一、两条线”服务模式,着力打造优
质的营商服务、良好的营商环境,推
动园区重点项目早建设早投产。

完善“三个一”便捷服务。园区
建立健全“一个项目、一张清单、一
套方案”帮办代办工作机制,着力提
升一线帮办、审批前移、现场办公等
能力,实现“并联审批”“不出园区”

“直面沟通”高效服务,当好企业前
行“破冰镐”,为企业发展保驾护
航。

实现“一对一”盯靠服务。对于
让企业无从下手、毫无头绪的手续
审批、办理等环节,园区从讲解指导

审批流程,到协助准备各审批阶段
所需材料,再到各项代办帮办业务,
提供“管家式”一对一精准服务,实
现受理、走访、代办等环节项目服务
全方位覆盖。

提升“两条线”精准服务。依托
园区“益企园梦”服务平台,组建惠
企政策和帮办代办两支服务队伍,
实现政策推送、帮办代办“双线”服
务。“惠企政策服务队+合作机构专
家”的政策解读咨询专线,第一时间
为企业提供系统化、专业化政策解
读、企业问诊、咨询办理等服务,实
现政策推送精准匹配、企业诉求高
效处理;打造以省市区重点项目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全流程跟踪、全过
程服务、全环节盯靠、全要素保障帮
办代办服务专线,通过“上门走访、
主动靠前、代办帮办”确保服务工作

“想在前、做在前”,实现企业“少跑
腿”“零跑腿”,项目“早落地”“早投
产”。

今年以来,山东仲宜复合材料
年产15万吨高性能树脂新材料、大
有新能源年产10万吨碳四综合利用
及年产6000吨中间相碳微球、双峰

石墨年产7000吨核级碳材料及制
品、中柔新材料3000吨/年六氟环
氧丙烷等项目顺利推进。

“产学研用”融合,驱动企业
科教创新、降本增效的“破冰船”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是加快技术
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也是加快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园区积
极引导企业加强产学研用合作,推
进“项目合作”模式向“产教融合”模
式转变,为园区制造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

“凤凰之星”赋能产业发展,“凤
栖梧桐”助力“智造”升级。园区着
力打造“部门助力讲政策、高校院所
讲科研、金融通信讲服务、企业发展
讲创新”四位一体融合发展新模式,
成立以园区党工委主导,5家高校和
科研院所,4家银行金融机构、移动
通信公司和法律服务机构,36家规
模以上企业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凤
凰之星”产业生态圈党建联盟,持续
推动联盟成员单位之间政策、项目、
人才等资源有效整合、多方共享。

同时,依托“梧桐社”日常活动平台,
开展“梧桐沙龙”“梧桐茶事”“梧桐
课堂”“梧桐管家”等系列活动,多途
径、多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
推动制造型企业快速发展的“红色
引擎”。

校企合作强化人才建设,“产学
研用”实现“双赢”格局。园区持续
深化与沈阳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
院、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机
械工程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
种子科学与技术、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研究所、滨州
学院化工与安全学院等高校的交流
合作,建立产业创新人才库,打造人
才“蓄水池”。2022年,园区企业引
进人才370人,其中,硕博士31人、
本科生339人。校企“连心桥”的成
功搭建,大量青年专业人才涌入,制
造产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日
趋完善,进一步突破了部门、高校、
企业之间的界限,深化了校院企优
势互补、供需对接,实现了“优秀毕
业生有宽阔就业平台+制造产业有
源源不断智力和技术支持”的校企
合作“双赢”格局。

滨州工业园打造“全流程服务+产学研用融合”新模式

助力制造型企业发展“破局”

近年来,公园内未成年人
溺水身亡事件时有发生,其主
要原因是幼儿擅自到公园水域
边玩耍、游戏、打闹时不慎发生
事故。且事故多发生在假期、
上放学途中,脱离家长监护的
情况下。为防止未成年人溺水
事件发生,请家长配合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让孩子做到以
下几点:

1.不独自到公园水域边玩耍;
2.即使会游泳也必须在家

长带领下游泳;
3. 即使家长带领,也不要

到非游泳区游泳;
4.不会游泳者,即使带着救

生圈也一定不要游到深水区;
5.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

活动,以防抽筋。

二、家长教幼儿学
会溺水时一些常见的
自救方法

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
人时立即呼救;

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
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
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
向下压;

4. 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
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
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
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
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三、现场抢救溺水
儿童的方法

1. 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
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
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
呼吸道;

2. 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
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
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
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
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
苏的时间;

3.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
心脏按压;

4.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
溺水儿童去医院进行救治。

四、关于要求防溺
水工作的“禁令”

1.严禁在无家长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陪同下到危险水域玩
耍、游泳;

2.严禁在上学、放学路上
擅自邀请其他同学到危险水域
玩耍游泳、钓鱼;

3.严禁到危险水域玩耍、游泳;
4. 严禁在有人落水时,贸

然下水救人或者逃走不报,要
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

亲爱的市民朋友,生命无
价!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在孩子
的心中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

公园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李默 通讯员 李晓萌 报道）3月
14 日，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成就企业家梦想”主题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七场——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专场上获悉，2022年，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任务，牢固树立

“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理念，创
新实施了项目管家、代位注销等
16 项服务企业特色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滨周到”品牌入选全国政
务服务优秀品牌。

提高项目审批效率，
在全省率先实行并联审批
标准化

为进一步提高项目审批效率，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行并联审批标准
化，建立全省首个工程建设项目并
联审批地方标准，规范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各阶段的办理流程和并联事
项组，将审批材料压减67%。2022
年，全市并联审批办件量11756件，
居全省第3位，并联审批率居全省第
1位，相关工作经验被住建部推广。

同时，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
打造“定制+精准”的“项目管家”模
式，出台帮办代办服务规范，建立覆
盖市县乡三级的帮办代办服务体
系，对358个省市重点项目实行项
目管家“一对一”精准服务。2022
年，全市累计完成帮办代办服务项
目12742个、事项22137项。

推动商事服务便利，
多措并举为企业解难纾困

为解决投资主体和主管单位注
销或被撤销后市场主体由谁来注销
的难题，2022年以来，我市积极探索
改革办法，实行企业代位注销，明确
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可以由已注销

或被撤销企业的接管企业代为办理
注销，成功解决1100余家“僵尸企
业”注销难题。

2022年，我市出台了两份优化企
业市内迁移的文件，联合青岛、泰安等
6市实行改革试点，并于2022年9月
实现了企业省内、市内迁移全程网办，
全市1300余家企业享受到了改革红
利，实现省内企业迁移便利化。

同时，我市协调人民银行滨州
市中心支行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简
易开户与降费让利工作，银行工作
人员帮助企业办理“注册+开户”手
续，简化企业办理流程。2022年，全
市共有3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300
余个营业网点开通了小微企业简易
开户服务。

此外，我市主动会同青岛、泰
安等 5地市研究制订并印发相关
文件，改进变更工作流程，实现了
跨地市经营的拥有多家分支机构、
连锁门店的企业在进行信息集中
变更时，可到滨州、青岛、泰安等6
地市任意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提升优化政务服务，
在全省率先实行无差别
“一窗受理”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行无差别
“一窗受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将
32个部门37个窗口办理的1092个
服务事项，合并为6个窗口综合受
理、2个窗口统一出件，综合窗口率
达到98.3%，群众排队等待时间压减
90%以上，相关做法在各县市区政
务服务大厅全面推开。

同时，积极实施“双全双百”工程，
实现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42个“一
件事打包办”；国办部署的企业5件事、
个人8件事“一件事一次办”全部上线
运行；沾化冬枣、惠民绳网、博兴草编柳
等产业实现了“一件事点单办”。建立
政务服务联盟“跨域通办”，与全国31
个省的945个地市建立通办合作关
系，牵头成立环渤海政务服务“通办
圈”，融入黄河流域政务服务“通办
圈”；与淄博、潍坊、东营、德州等市联
合成立黄河三角洲政务服务合作联
盟，413项公共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

2022年，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实施项目管家、代位注销等16项服务企业特色工作

“滨周到”品牌入选全国政务服务优秀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宋静涵
通讯员 任梦遥 报道）3月14日，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成就企业家梦想”
主题系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场新
闻发布会，就助力“专精特新”企业
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采取了哪些措
施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介绍，今年以来，市工信局围
绕我市企业家“专精特新”发展的迫
切需求，把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服务链
激活产业生态链，建立了政策推送、
清单服务、梯度培育、平台支撑、融
资保障、协同发展等全流程培育体
系，着力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
专业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高质量发展。

精准政策推送。编印《滨州市
“专精特新”企业服务手册》，帮助企
业全面了解当前国家、省、市在“专
精特新”企业培育方面的政策、措施
和工作流程。目前，已向企业发放

1800余册。同时，成立“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服务团队，向社会公开市
县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及时解答企
业问询，提供精准服务。

实行清单服务。建立了专精特
新企业重点培育清单，逐企梳理企
业在各级专精特新标准方面的差
距，采取共性问题集中帮扶，个性问
题单独解决的方式，帮助企业补短
板、填缺项，尽快成长为“专精特新”
企业。

实施梯次培育。对照国家在创
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的
评价指标，按照梯次培育、逐级发展
的模式，优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工作顶层设计，集聚各级服务
资源，通过专题培训、特色化服务、
一对一诊断把关等方式，量身定制
成长方案，帮助企业积极争取更高
一级的专精特新认定，形成可持续
发展格局。2月17日，市工信局邀

请工信部专家，在渤海先进技术研
究院举办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政策解读会，100多家企业参会；2
月27日至3月3日，市工信局组成
专家团赴各县市区，开展了10场“专
精特新”企业政策巡回宣讲会，为全
市900多家中小企业进行了现场政
策辅导，实现了各县市区全覆盖；3
月9日，市工信局邀请工信部、省工
信厅、省企业联合会专家，为我市
260家企业进行了精准培育指导。
同时，精准剖析在“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中易出现的12类短板项，
逐项制定解决方案，今年以来，已面
对面精准辅导企业1300余家。

促进协同发展。2023年度，市
工信局将组织系列产业链融链固链
对接交流活动，通过推动“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卡位入链”与大企业高效
对接、协同发展，把产业链断点、堵点
变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在推动全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产业链链

主企业融通发展的同时，也将有效促
进全市主导产业链的创新发展。

引导平台赋能。加大优质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培育力度，
引导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围绕政策培训、创新研发、跨境电
商、网络直播等服务方向，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开展普惠性服务和

“点对点”精准化服务。
强化融资保障。建立“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工作清单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培育清
单，联合金融机构举办“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融资对接活动，协调全省
各级资源为我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对一服务等。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精准
服务，将进一步增强我市广大中小
企业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
颖化”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我市广大
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将
会更稳、更实、更好。

市工信局精准助力“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

近日，市城管局在新立河公
园举办“爱绿护绿”科普活动，积
极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
明风尚，号召市民共同守护生态
宜居城市环境。

据悉，此次科普活动以公益广
告的形式展出介绍了植树节、爱绿
护绿、低碳出行、绿色生活、保护环
境等多个主题内容，展出形式新颖、
内容通俗易懂，吸引了不少健身游
玩的市民和孩子们观看。滨城区韵
和博苑幼儿园园长李敏说：“公益广
告非常生动，好读、好记、好理解，也
很适合小朋友看。增强爱绿护绿意
识，就应该从娃娃抓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尹树芳 摄影)

爱绿护绿爱绿护绿 共守生态宜居环境共守生态宜居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张玉婷 报道）春回
大地，万象更新。3月12日，市
关工委、市城市管理局在喜鹊湖
公园联合举办“滨州市关心下一
代纪念林”揭牌仪式暨义务植树
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一起挥锹挖
坑、扶树填土、提水浇灌,老少齐
动手,共种一棵树，共保一株

苗。活动期间，参加活动的领导
们亲切询问了孩子们的学习生
活情况，叮嘱他们要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要从小培养劳动意
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并为参
加活动的小学生颁发了“爱绿小
天使”纪念章。

活动前，市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为参加活动的同学们
普及了树木栽植技术及爱护树
木等环保小知识；市委编办第二
机关党支部的志愿者为本次活
动提供了志愿服务。来自滨州
实验学校、滨州实验学校南校
区、滨城区清怡小学的学生和家
长，共计80余人参加活动。

“滨州市关心下一代
纪念林”揭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
（通讯员 报道）为持续深化
“2023年惠享山东消费年·乐购
在滨州”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改
善消费环境,有效激发汽车消费
市场活力,拉动汽车消费,滨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于自3月
14日起至3月 31日，发放80.7
万元专项汽车消费券。

消费者凡在利星行(滨州)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滨州京泰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置10万元
(含)至20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或燃
油乘用车的，在享受省、市消费政
策的基础上,每辆车再补贴3000
元；购置20万元(含)至40万的,
每辆车补贴5000元；购置40万元
(含)以上的,每辆车补贴8000元。

享受高新区专项汽车消费券
补贴的个人消费者,无需领券、抢

券,直接到店购买即可。购买时
需通过使用卡号62开头的银联
卡在指定的汽车销售企业，使用
POS机支付购车款,付款时按照
满减政策直接抵扣。

活动结束后由各汽车销售企
业将享受补贴的消费者的购车人
信息及身份证正反面、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在2023年
3月14日至3月31日的均可享受
此项政策)、机动车登记证书、机
动车行驶证、车辆照片等各项证
明材料汇总，报给滨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投资促进局核对。

参与活动的企业及消费者
应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信原
则。商家应严格保障商品和服
务质量，如有变相涨价、违规违
法套利的,将追究法律责任,所
享受的补贴一律追回。

高新区发放80.7万元
专项惠民汽车消费券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伟 通讯员 刘江雪 报道）近日，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召
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
会，学习传达市委市政府2023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
会议精神，动员中心上下以“创
则必成、建则必胜”的心态和劲
头，全力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城
市”发起冲击。

会议强调，2023年是滨州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关键一年，
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振奋精神、迅
速行动，将文明城市创建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要
进一步明确责任区工作内容和工
作标准，确保任务明确、责任到
人，集中人力物力攻坚克难，推进
包保小区整改。要将全国文明城
市与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服务品
牌三项创建工作融合推进，每一
名干部职工都要在“三创”工作
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

会后，班子成员来到包保小
区了解近期创城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并逐项检查小区环境、绿
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严格按照
创城工作标准进行自查和整改。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全力以赴做好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