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项年度任务全部完成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庆霞

2020年，市发展改革委共承担
“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政府工
作报告》任务等32项，全部完成年度
任务。

考核指标大幅跃升。1—11月
份，承担的省对市经济社会发展考
核10项指标，综合得分116.74分，
列全省发改系统第1位；省对市考核

“新旧动能转换”模块15项指标，综
合得分209.17分，列全省第2位，比
上年上升11个位次；前三季度，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列全
省第6位，比上年上升2个位次；前
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增长3.0%，列全省第9位，比上年
上升2个位次，预计2020进入前8
名；全国261个地级市，信用城市排
名上升111个位次，列全国第59名，

重大失信事件没有扣分。服务业传
统动能优化升级情况列全省第1位；

“双公示”评估，列全省第2位；“互联
网+监管”考核，列全省第1位。

重大工程实现突破。一是大高
机场实现通航。投资3.1亿元完成
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产权回收、增资
扩股。12月30日正式通航首飞，开
通滨州至北京密云、烟台、日照航
线。二是渤中19-6特大凝析气田
项目落户滨州（北海）。12月28日
正式签约，今年将全力加快项目建
设，投产后年可实现营业收入200
亿元。三是高铁项目加快推进。京
沪高铁、济滨高铁已完成全部前期
工作和省级会签，滨州、惠民、无棣
站房已完成设计。今年将全面加快
建设。四是黄河滩区迁建基本完
成。滨城区、惠民县、高新区2621户
居民，实现分房到户、搬迁入住。五
是高质量编制重大规划。《“十四五”
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实施规划》已编制完成，近
期提交市委、市政府审议，42项重大

工程、重大项目纳入省级规划。88
个专项规划同步展开编制工作。

重点项目强力支撑。一是争取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40.14 亿
元，总量列全省第3位，增幅列全省
第1位。二是全市439个重点投资
项目，完成投资1367.53亿元，占年
度计划的 132.39%；储备“四个一
批”项目1235个，总投资达到8084
亿元。1—11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7.8%，高于全省4.4个百
分点，列全省第2位，比上年上升10
个位次；民间投资同比增长6.7%，列
全省第6位；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
长38.1%，列全省第2位。三是争取
项目无偿资金35.6亿元，为上年的
3.1 倍；争取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26.85万吨，列全省第1位；争取各类
省级重点项目268个、创新平台19
家，占全省的9.06%，远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1个区、4个镇、60个村列入
省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工程。

改革攻坚成效显著。一是探索
构建“1+7+7+N”“指挥部+专班”重

大项目推进体系。建立了项目问题
全链条闭环式解决、蓝黄红“三色”
督办、“五个一”督查推进机制。二
是创新实施项目“过堂会”机制。对
未开工和投资缓慢项目，创新实行
集中调度问题、“过堂”亮晒、公开承
诺、跟踪督办。三是改革实行“要素
跟着项目走”资源保障机制。牵头
制定出台土地、资金、水资源、能耗、
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电力等6个实
施细则，全年落实新增土地指标
11007亩。为重点项目新增解决煤
炭指标 100 万吨。四是深入实施

“白名单”制度。新认定“白名单”企
业32家，总数达到90家，新增授信
10.42亿元，发放贷款8.49亿元。五
是探索开展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
试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
1298 万吨煤炭消费压减和万元
GDP能耗下降7.92%任务。建成投
运能耗在线市级监测平台，对199
家用能企业实施A、B、C、D分类评
价，收储煤炭消费指标100万吨，保
障了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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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教育改革经验全省推广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春国

2020年，市教育局共承担7+3
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9项，均完成年度目标。

抓保障，增投入，教育民生持续
改善。一是全面完成控辍保学、大
班额、配套园整治“三个清零”目标
任务。投资11.6亿元新建改扩建学
校 8 所、幼儿园 101 所，新增学位
2.83万个；整治配套园128所；投资
1.89亿元改善学校27所。二是校园
消防专项整治为全省提供经验样
本。662所学校、1630栋单体建筑
消防问题全部整改完成，承办全省
现场会。三是有力支持战“疫”大
局。在全省率先上线“空中课堂”，
44.9万名学生停课不停学，1462所

学校、幼儿园平稳开学，被表彰为全
省抗击疫情先进集体。四是勇担脱
贫攻坚教育责任。免除、发放资助
金1.6亿元、惠及17.4万人次，办理
生源地贷款8307万元、惠及1.01万
人次；对1651名留守儿童“一对一”
重点帮扶，被评为“全市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

抓管理，激活力，多项改革走在
前列。一是教育改革经验全省推
广。承办全省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暨
教学改革推进会，并作典型发言。
全省首家建立融贯各学段的质量评
价体系，《山东新闻联播》对此作专
题报道。二是队伍建设更富活力。
设置名师岗位657个，引导优质师资
向基层流动。推动绩效工资增量改
革，激发教师队伍内生动力。力推
学校扁平化管理，聚力破解“超编缺
员”。在全省率先定向委托培养师

范生和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幼师
688人。三是校园足球改革成绩突
出。以全国第一、全省唯一的成绩
入围“全国优秀校园足球改革试验
区”（全国15个），学生体质优良率、
平均分列全省第二、三位，被副省长
孙继业批示肯定。四是教育信息化
加速推进。被中央电教馆授予“全
国在线教育应用创新项目区域”，在
教育部论坛上作主题报告。

抓特色，促融合，职教高地建设
全面起势。一是同省教育厅启动

“赋能职教名城”活动，全面支持“双
型”城市建设。二是厅市共建滨州
医学院协议基本达成，初步确定滨
州校区在校生规模4000—5000人；
省教育厅明确支持以“公办共建”模
式建设渤海科技大学，“十校”布局
全力加速。三是建立实训基地1040
个，校企合作企业298家；“订单式”

冠名班156个，“订单式”就业学生占
比32.8%。四是中职招生人数增幅
全省第一，在教育部座谈会上作典
型发言。全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实现“三连冠”。

抓服务，守初心，群众满意度明
显提升。一是实施双硬行动。公开
承诺服务事项，点对点服务105家金
银铜狮奖企业和463所学校，协调
118名人才子女入学入园。二是推
进高效课堂建设和作业革命，学生
课业负担和睡眠时间大幅改善，全
省教育群众满意度测评上升至第八
位。严禁家长代替批改作业，发现
一起，严处一起。三是课后服务实
现小学全覆盖，24万名学生受益，解
决“接送难”“监管难”问题。四是家
校共育成效明显。60多万家长免费
参加培训，连续3年被中国关工委评
选为“家校社共育优秀实践区”。

2020 年，市科技局承担全市
“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工作10项（配合2项），
主责主业9项，全部顺利完成。其
中，研发占比、高企培育、高新产业
产值、技术合同登记共四项省对市
考核指标，预估综合得分全省第1
位。

在创新主体培强上发力突破。
一是高企培育实现倍增。新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 119家，总量达到 247
家，提前一年实现倍增。国家科技
型 中 小 企 业 达 到 442 家 ，增 长
144%，年内实现倍增。二是高新产
业加速壮大。前三季度，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1.09%，增
幅列全省第2位；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40.34%，比上年提升3个
位次。邹平高端铝材被科技部认定
为山东唯一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三是研发投入再创新高。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
2.59%，列全省第3位，较上年增加
0.26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居全省第2
位。

在创新平台建设上发力突破。
一是全力筹办渤海先进技术研究
院。牵头筹建办工作，历经半年筹
备、一年建成投用，累计签约入驻机
构133家，接待外地参观者600多批
次、7000多人，普遍点赞“滨州速度”

“滨州模式”。中科院沈阳分院山东
科技合作年会在渤海先研院举办。
二是主动服务魏桥国科研究院。获
批山东省创新创业共同体，争取支
持资金1600万元。5个研究中心、2
个检测中心已揭牌，7家科创公司、
17个科创项目签约落地，签约高层

次人才116人。三是强化研发平台
示范引领。新组建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1家、省重点实验室1家、备案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12家，组建各类市
级创新平台23家、新型研发机构11
家，“1+10+N”的科创平台体系搭建
成型。四是积极争创国家高新区。
完成《滨州高新区战略发展规划》
《滨州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争取
省政府发函支持，科技部同意将滨
州高新区确定为国务院奖励山东的
唯一升级名额。

在创新要素集聚上攻坚突破。
一是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南开
大学、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等19家知
名高校、机构对接，全市共签订产学
研合作协议390项，引进技术转移转
化机构8家。二是实施高端人才集
聚工程。2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高
效生态农业创新类、4名科技创业类
人选完成公示和实地考察，再创历

史新高。累计引进外国高端、专业
人才66人。三是加快技术成果转移
转化。备案公布第一批市级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10家，备案省级技术转
移转化服务机构1家。预计技术合
同成交金额同比增长440%以上，增
幅居全省第1位。

在创新服务质效上发力突破。
一是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累计
向63家企业发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
85笔，共计3.575亿元。推荐2家市
级、1家省级财政资金股权投资企
业，支持资金5300万元。二是加速
融入全省科创体系。成立山东产业
技术研究院滨州分院，推荐46家企
业单位加入“省会经济圈科创联
盟”。三是深化“问需问计问策”活
动。针对1039家企业网上问卷调
查政策需求，举办线上线下专题培
训10期，累计培训企业1300余家、
4500余人次。

四项省对市考核指标预估综合得分全省第一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学森

全市工业经济强势上扬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道臣

2020年，市工信局共承担“7+3”
改革攻坚、《政府工作报告》、主责主
业重点工作任务31项，均顺利完成。

全市工业经济强势上扬：1—11
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6681.7亿元，总量列全省第4
位，比“十三五”初前进5个位次；人
均列全省第2位。两项均进入全省
第一方阵。预计全年，稳居第一方
阵。工业投资增长23.1%，工业技改
投资增长57.2%，均列全省第1位。
实现利润226.3亿元，列全省第7位，
增长35.5%，列全省第4位。

坚定不移将技术改造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抓手。制定实施了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导向计

划》，建立了306个投资过500万元
的重点技改项目库，分级分类精准
调度，全过程跟踪服务。组织技改
云对接和银企对接活动，帮助企业
解决技术和资金需求。组织技改培
训18期，培训3900人次。

坚定不移将信息化、智能化作为
转型升级的关键。出台实施了《“现代
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实施意见》
《智能化改造5年专项行动计划》，培
育省级以上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和示范
项目13个。出台实施了《关于加快推
进5G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启动建
设5G基站2269个，已开通2137个。
培育国家级、省级重点行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试点项目4个。

坚定不移打造三个世界级产业
基地。中高端铝制品占比达50.1%，
同比提高15.1个百分点。高端铝产
业被认定为全国唯一的高端铝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出台实施了

打造世界高端化工产业基地的《实
施意见》《推进方案》《若干政策》，全
市化工产业招引市外到位资金
111.6亿元。培育国家级棉纺织行
业节能减排创新型企业和重点跟踪
培育品牌企业4家，3项产品入选年
度十大类纺织创新产品。

坚定不移推进产业集约集聚发
展。深入实施《滨州市园区产业发
展规划》，园区产业占比达79.5%。
全面完成了11个省定化工园区村庄
的搬迁任务。2121家工业企业纳入

“亩产效益”分类评价，实现规上企
业全覆盖，规下企业全铺开。

坚定不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培育省级以上科技型、高成长型企
业34家，技术创新项目159个。创
意设计中心招引入驻企业37家，与
4所大学共建大学生实训基地，市场
化机制体制建设智能制造中心。

坚定不移打造让企业和企业家

舒服的营商环境。组织成立企业家
协会，举办“滨州企业日”系列活动6
期，评选了105位金银铜狮奖企业家
和“工业十佳”新项目、新技术、新产
品。组织企业家培训 9 期，培训
3200人次。全市应急转贷服务体系
实现转贷 61 亿元，服务企业 292
家。为124名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发放补助159.8万元。

毫不放松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在全省率先启动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率先出台复工复产10
条意见、30条指南和10项应急处置
流程；率先建设“滨州市产供销综合
服务平台”，经验做法被省指挥部推
广。口罩生产企业由疫情前的1家增
至11家，日产能由3000只增至两百
万只；消杀用品生产企业由1家增至
22家。目前，全市疫情防控应急医疗
物资生产保障有力、储备充足、管理
规范科学，请全市人民放心！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周海林

2020年，市公安局共承担“7+
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4项，其他主责主业4
项，现已全部完成，全市社会治安大
局持续稳定。在省扫黑办11月份
组织的民调中，我市社会治安安全
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成效评价两项指
标均居全省第一。滨州被评为全省
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成效突出市。市
公安局获评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
单位、省级文明单位、全省信访工作
先进单位、富强滨州建设担当落实
先进集体，被省公安厅记集体二等
功。

疫情防控冲在前。从2020年1
月23日开始，全警进入战时状态，

启动高等级勤务，成立15个工作专
班，牵头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与
社会稳定工作，统筹交通封控、社区
摸排随访、入境人员接转、流调溯源
和海上疫情防控等工作，在全省率
先对境外来鲁入滨人员开展“点对
点”接转、率先开展集中接转、率先
派驻出入境口岸工作组、率先实行
入境人员“一对一”随访、率先将重
点地区人员纳入管控，累计核查数
据1500余万条，排查随访7.9万余
人、“点对点”接转入境人员 2667
人，各类线索100%落地、100%检
测，数据核查当日“清零”。1个集体
被表彰为全国公安机关抗击疫情先
进集体，5个集体、15名个人获得省
市表彰。

严打犯罪保安宁。以敢打必
胜、除恶务尽的姿态发起扫黑除恶
大决战，实现案件清结、逃犯清零、

线索清仓，累计打掉 13个涉黑组
织、4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7个恶
势力犯罪团伙。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全市破获刑事案件4633起，抓
获刑事作案成员3020人，全市刑事
立案同比下降5.8%，破案率提升4.1
个百分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破案
率97%，18起现发命案全破，侦破命
案积案 10起，抓获网上在逃人员
396人。开通96110反诈预警专线，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数、抓获犯
罪嫌疑人数分别提高7.5%、77%。
禁毒主要战果完成率列全省第一，
滨州成为全省首个全国青少年禁毒
知识竞赛5项指标全部100%的地
市级赛区。

服务发展出实招。深化打击恶
意逃废金融债务专项行动，协助银
行消除不良贷款63.5亿元，超额完
成压降2个百分点的目标任务，获得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
明两次批示肯定。深入推进打击经
济犯罪“云端”主战模式，严打非法
集资、传销、涉税犯罪等突出经济犯
罪，破案 1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9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8亿
元，7起重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全
部破获。落实服务企业发展保障企
业家干事创业十条措施，在全省率
先免费为企业发放电子印章，户政
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县级及以下。
烟花爆竹燃放和养犬管理办法顺利
实施，515家加油站全部纳入管控视
线，全警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查
处交通违法153万起，排查整改隐
患306处，集中登记挂牌电动自行
车149万辆，道路交通事故数和死
亡人数实现“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