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生态文明创建成果全省领先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海峰

现将我局承担的各项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如下：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PM2.5平
均浓度49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
优良率64.2％，超额完成52微克/
立方米、60%的目标任务，在全省7
个传输通道城市中均列第1位。

水环境目标。12个省控及以
上地表水考核断面、近岸海域水质
一二类优良水体比例全部达标；2
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100%，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减排约束性指标。经省厅初步
认定，我市四项污染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较

2015 年分别下降 33.7%、34.1%、
12.75%、15.43%，均已完成目标任
务。

降碳约束性指标。2019年已
完成23.4%，提前完成23%的目标
任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已累
计完成 2930 个行政村，完成比例
57.71% ，超 额 完 成 1947 个 村 、
38.35%的目标任务。

土壤环境目标。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
100%，超额完成93%、90%的目标
任务。

其他任务目标。继续推进“五
个一”，投资3929万元的智慧环保
平台已建成，环境监管的科技水平
极大提升，做到横到边、竖到底、监
管无缝隙，被列入全省首批一体化
系统试点；投资2700万元的大气环
境超级监测站已建成，接入了生态

环境部大数据平台；投资6亿元的
彩涂板行业 PM2.5 与臭氧协同治
理，已成为行业标杆；与生态环境
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合作，在全国
率先开展“环评与排污许可全打
通”工作试点，成果已得到生态环
境部充分肯定；年内未发生重特大
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和重大舆情。

完成以上目标，主要做了以下
工作：

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
的51项问题、省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反馈的52项问题，全部达到序
时进度。

“1+1+9”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
确定的55项攻坚目标、386项重点
任务圆满完成。12月 21日、22日
分别向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
务会议作了专题汇报。目前正在完
善相关资料，准备迎接国家、省考
核验收。

认真落实“六稳”“六保”，推动
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魏桥集团
5×66 万千瓦机组去年初完成替
代，一年来已节省煤炭成本6亿元；
经艰难工作、争取支持，阳信至胡
集至里则铁路专用线不再建设，为
当地和企业节省投资30亿元；打造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保护企业依法
经营、合法经营，严禁“一刀切”；生
态文明创建成果丰硕，惠民县被命
名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博
兴县被命名为省级“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沾化区
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滨州成为全省本年度生态文明
创建成果最多的市；滨州市生态环
境局荣获国家“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集体）”提名奖，是该奖项举办10
届以来全国唯一获奖的地市级生态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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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重点工作全省第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 铁金福

2020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共承担“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
《政府工作报告》攻坚任务26项，一
年来，住建人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圆满完成承担的各项任务。

立足城市品质提升，5项攻坚任
务圆满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硕
果累累。牵头实施 124 项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打通“断头路”15条、

“断头桥”4 座，完成 41 项路口改
造、5项排水防涝改造和道路交通
安全设施建设。黄河生态修复工
程亮点纷呈。高质量完成黄河大
道景观提升等17个黄河生态保护

工程项目，大力推进黄河植物园建
设。住建领域污染防治成效显著。
通过包片督导，利用监控、无人机
等，推动扬尘治理形势好转。四条
黑臭水体进行了“长制久清”效果评
估，并通过省级验收。市城区南部
污水厂提前2个月完工试运行，完
成9条道路和210个小区雨污分流
改造，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7.84%。城市品质提升行动高点
起步。在全省率先开展“城市体检”
工作，成功申报滨州市沿黄地区省
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沾化区省
级城市品质提升试点片区。乡镇安
居工程破题开局。在7个县市区各
选取一个乡镇先行试点，开工建设
安居工程1032套，超任务目标114
套，开工率112%，创新举措被省厅
发文推广。

聚焦群众获得感提高，4件民

生实事全部兑现。棚户区改造超额
完成。全市棚户区新开工5612套，
新开工率100%，基本建成2025套，
基本建成率337.5%。完成民安馨
苑、民安佳苑两个安置区分配1218
户，民安·鹊华苑等4个安置区建设
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18栋安置楼
已完成封顶。城中村改造扎实推
进。主城区完成38个城中村村居拆
迁协议签订，27个村居已拆除完毕，
14个安置区开工建设。民生保障能
力大幅提升。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529.58万平方米，建设完成5座天然
气场站、1座市域高压次高压天然气
管网调度管理平台，安装供水管线
10.9公里。“渤海红色物业”品牌建设
全面铺开，经验在全省推广。农村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2517户，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完
成24.74万户。成功争取第三批省

级美丽村居试点村庄7个。
锚定全省第一方阵，4项重点工

作全省第一。老旧小区改造数量全
省第一。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38个，
惠及4.32万户居民，改造数量全省
第一并率先完成，赢得群众广泛认
可。推行“评定分离”全省第一。继
深圳后全国第二、全省第一，创新试
行招投标“评定分离”，省建设厅发
文推广并将向住建部推介。打造

“一站式数字化审查服务区”全省第
一。取消低风险项目审批流程中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环节，并全面实
行“多审合一”、数字化审图、“12小
时×360天”全天候服务。农村改厕
锁定全省第一。在做好4+N规范升
级基础上，建设农村公厕749座，实
现300户以上自然村公厕全覆盖，基
本锁定全省第一好成绩。

2020年，市交通运输局承担的
17项重点工作任务全部完成，共完
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63.62亿元，
占年度目标的 138.7%，同比增长
104%，投资额连续两年实现翻番，
创历史新高。

发力重大项目，综合交通跑出
加速度。铁路方面。京沪高铁二通
道和济滨高铁完成勘探选址、初步
设计、协议签订等工作，已报国家发
改委备案，批复立项后即可开工。
加快运输结构调整，黄大铁路于12
月26日实现通车运营。滨港铁路二
期进入交工验收和代管运营洽谈阶
段。邹平铁路专用线12月31日正
线拉通，北海铁路专用线主体工程

全部完工。公路方面。秦滨高速无
棣埕口至沾化段于11月16日建成
通车，高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53公
里，总里程达到366.6公里。沾临高
速、济高高速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四横两纵”高速路网正在加快形
成。228国道套尔河特大桥引桥开
始施工，滨州黄河大桥主桥和引桥
施工全面展开，乐安黄河大桥进入
实质性建设阶段。国省道大中修全
部完工，我市国道路面状况指数位
居全省第一。港航方面。滨州港对
外开放通过国家验收，引航资质获
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正式对国际
航行船舶开放。6#7#泊位完成交工
验收，9#泊位后方陆域吹填标高已
达+7.5m，管廊支架一期完成钢结构
安装4650吨。8#9#泊位及后方罐
区已完成立项，5万吨级航道及防波
挡砂堤工程正在变更立项手续。小
清河复航工程完成航道疏浚，施工

进度全线领先。大高机场拉开航空
时代帷幕，12月30日正式开通滨州
—北京、“环鲁飞”等短途运输航线。

坚守战疫一线，联防联控取得
阶段性成效。疫情防控期间，61个
联合检查站构筑起“环滨防控圈”第
一道防线，累计检查车辆62.6万辆
次、体温检测86万人。在客运站、火
车站、高铁站设立外来旅客疫情检
测站12个，体温检测833万人。严
密组织入境人员接转工作，共接转
入境返滨人员1888人。市交通运输
局荣获“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致力改善出行，民生交通实现新
突破。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完成投资14.78亿元；路网提档升级
1072.7公里，路面改善1592.3公里，
危桥改造40座，公交客运站点改造
637个，通户道路硬化180个村，均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无棣县成为交通

强国“四好农村路”建设试点县。提
升城乡公交一体化水平，新增通客车
建制村16个，实现村村通客车。深
入开展城际公交提升工程，滨州至邹
平城际公交于8月31日正式开通。

严格规范服务，行业治理管出
新成效。坚决打好柴油货车污染防
治攻坚战，淘汰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6352辆，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省定任
务，淘汰进度列全省第二。深入排
查整治公路限高限宽设施，依规拆
除988处、批准保留284处，按期完
成整治任务。严厉打击公路超限超
载行为，建成非现场执法系统14处，
全省非现场执法治超现场会在我市
召开。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共排查整改安全隐患230处，未
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积极
对上争取，市交通运输局成为全省

“信用交通市”创建试点和全省综合
交通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单位。

投资额连续两年实现翻番创历史新高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明涛

全市水利完成投资110亿元列全省第一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黎明

2020 年，全市水利完成投资
110亿元，列全省第一。市水利局
共承担“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12项，
其他主责主业6项，全部按时序完
成。

系统治水，强本固基保安澜。
49项重点水利工程完成投资66.43
亿元，实施骨干河道治理 260 公
里，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21 座，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 6 座，实现质量
监督覆盖率 100%，验收合格率
100%，工程质量零事故。全市新
增调蓄能力 1 亿方，骨干河道基

本治理一遍，病险水闸隐患基本
消除，全市防灾减灾能力跨上新
台阶。

真情护水，河湖秀美靓生态。
小开河灌区成功创建全国首个国
家级灌区湿地公园，建成水利部重
点灌溉试验站，水利部副部长陆
桂华现场调研并给予充分肯定，
中央电视台作专题报道；黄河生
态修复工程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西沙河、新立河、朝阳河 3座钢坝
闸全面完工；完成地下水压减490
万方；完成 457 条河流 4820 公里
划界，建成 115 公里“美丽示范河
湖”。

实干兴水，改善民生增福祉。
改善饮水安全人口68.21万人，8.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饮水安
全“全覆盖”，全市基本实现自来水

“户户通”，位居全省前列；农村饮

水安全两年攻坚全面完成，获全省
优秀等次；“规模建设+规范运行+
严格监管+高效服务”的城乡供
水体系被水利部在全国推广；403
万亩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完成
年度建设任务，年均节水约 5000
万 方 ；完 成 5 个 灌 区 节 水 改 造
74.62 公里；13处灌区共计完成浇
灌800余万亩次，全力保障粮食安
全。

科学管水，提质增效利长远。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序落实，
制定《水资源跟着项目走实施细
则》；全市 6个县市区创建全国县
域节水型社会，占行政区总数
86%，远超水利部 40%目标；超额
完成 25 平方公里水保治理任务，
在全省发文推广；开展质量安全检
查5轮44批次，整改问题2280项，

“点线面”质量检查机制被省水利

厅发文推广；防洪减灾实现“零伤
亡”，防汛工作在全省会议上作典
型发言。

改革活水，创新赋能促发展。
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215.8 万
亩，完善“政府主导、企业经营、民
办公助、以奖代补”农田水利工程

“滨州模式”，副省长于国安现场调
研并在全省推进会上予以推广；深
入推行水利工程管理创新，邹平市
被评为全省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
革示范县，毛家洼水厂被评为全国
首批“农村规范化水厂”，幸福闸等
3项工程成功创建全省标准化管理
试点，平原水库“四步战略”做法被
水利厅发文推广；“智慧水利”平台
不断完善，在全省水利网信工作会
议上作典型发言。

工作成效得到中央督查组充分肯定
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张成江

2020年，市农业农村局共承担
《政府工作报告》任务9项，“7+3”
重点改革攻坚任务13项，“亮目标”
主责主业33项，截至年底已全部完
成。11月份我市代表山东省迎接
中央督查组对中央一号文件贯彻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工作成效
得到中央督查组的充分肯定。充
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乡村振兴全
面起势。

主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扎实有
效。粮食喜获丰收，种植面积880
万亩、总产370万吨，分别较上年增
长0.28%、3%，均创历史新高，省粮
食稳定度考核得满分，获1600万元

奖励，列全省第一。推动畜牧企业
在全省率先复工，为中小微农业企
业贷款25.8亿元，引进牧原、正邦、
傲农三个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
顺利投产。蔬菜产业提档升级，认
定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11家，加工企业5家，数量位居全省
第二。

农业科技支撑更加有力。大力
实施种子工程，推进10万亩标准化
种子基地建设，良种覆盖率达到
99%。充分发挥农技人员签约服务
基层机制，517名农技人员签约服务
1469个村、430个经营主体。加快
推动益农信息社建设，共建成4351
个，实现了农村全覆盖。成功创建
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90.24%。

农业生产安全水平持续提升。

主要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8%以
上，全年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故，韭菜专用二维码追溯捆扎
带经验在全国推广。实施测土配方
施肥 996 万亩，病虫害统防统治
1022.8万亩次，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94.7%，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15
年分别减少 22.7%、12.6%。开展

“食域滨州”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制
作宣传片在省、市电视台和北京西
客站播放，在京东商城开设滨州精
品馆，线上线下集中宣传推介。

农村领域短板进一步补齐。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一次性
通过省级验收，农村废旧房屋残垣
断壁“清零行动”经验做法在全国
进行推广。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累计投入2.5亿元，创建省级示
范村97个、市级示范村309个。高
质量完成2019年度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综合考核全省第二，获奖
励资金3000万元。阳信县获批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拥有
国家、省级产业园各2家，累计获省
级以上奖补资金3.1亿元，居全省
第一。

农业农村改革全面深化。持续
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市
5428个村（组）全部完成清产核资、
成员确认、折股量化等系列改革任
务。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是全省唯一受到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的地级
市。稳妥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全市
流转面积 308.4 万亩，流转率达
56.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
分点。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成
农民合作社等各类社会化服务组
织5297家，土地托管面积达1013
万亩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