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最大的渔光一体项目建成投产
市委海洋办主任，市海洋发展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殷梅英

2020 年，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共承担“7+3”重点改革攻坚任
务6项、《政府工作报告》分解任务
5项、部门主责主业5项，全部圆满
完成。预计实现海洋经济总产值
850 亿元，同比增长 10%；水产品
产量50万吨，同比增长3.94%，增
幅列全省第3位；渔业经济总产值
182亿元，同比增长6%，增幅列全
省第4位。

经略海洋迈出新步伐。强化
陆海统筹，组建市、县两级现代海
洋产业专班，举办第一期经略海洋
培训班，召开市委海洋委第二次全

体会议，明确海洋发展 3大攻坚、
15项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用
海，秦滨高速、G228公路已申报海
域使用手续获批。海洋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举办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论坛，创建省级涉海新型研
发机构 2个。获评省级现代海洋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1处，全省共三
处，我市占得一席。海洋产业发展
动力持续释放，全市 56个涉海重
大项目累计投资330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的138%。全国最大的渔光
一体项目建成投产，全国首个渔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顺利推进，全市首
个海水淡化工程进入试运营，海藻
纤维地毯等海洋新兴产业起步发
展，滨州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渐趋完善。

渔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冯家
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滨州市

获评中国生态盐田虾之乡。滨州
文蛤等 5个产品注册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新增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2处、省级8处。落
实品牌之策，举办第一届滨州对虾
节、现代海洋产业和优质农产品青
岛展销会，渤海水产打进俄罗斯市
场。加大渔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县
区通力合作，招引落地水产项目7
个，到位市外资金10.8亿元。争取
国家、省渔业项目20个，落实财政
扶持资金8730万元。全市新建工
厂化养殖车间7.8 万平方米，改造
标准化池塘6.7万亩。实现对虾产
量 11万吨，稳居全省第一。不断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种苗选育
领跑全省，海洋牧场提档升级，冷
链物流加速崛起，赢得各级领导点
赞与好评。

民生服务再上新水平。加强

海洋渔业生态建设，持续开展放鱼
养水，在我市近海和城市水系放流
各类水产苗种 6亿单位。沾化渔
港环境整治全面完成。无棣、北海
2个渤海治理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
如期竣工，修复岸线12公里、滨海
湿地 310 公顷。助力渔民增收致
富，博兴县获批全省唯一的水产品
政策保险试点，为乔庄镇 1470 名
养殖户挽回经济损失 520 万元。
组织开展新型渔民培训，线上线下
培训渔民1140人次。为渔业生产
保驾护航，岔尖渔港升级改造获省
批复，持续开展海洋预报公益服
务。全年无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事
故和涉外渔业事件发生，海区渔区
生产秩序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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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省级以上试点4项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商立波

2020年，市商务局承担“7+3”
重点改革攻坚任务等重点工作27
项，全部按计划完成。其中，13项获
市主要领导签批肯定，争取国家电
商进农村示范县等省级以上试点4
项，争取中央、省级奖补资金4083万
元。现将主要工作成果亮述如下：

持续推进招商引资，夯实项目支
撑。调整优化“10＋5”招商专班，落
实“指挥部+专班”和“五个一”项目
推进机制。组织开展儒商大会、渤
海科创大会、世界500强连线和党政
主要领导带队招商等系列活动，推
动魏桥轻量化基地、美国空分等一

批产业链大项目落地，党政主要领导
带队招商（内资）居全省第2位，荣获

“干事创业好团队”称号。1—12月实
际到位市外资金突破600亿元；实际
到账外资4.3亿美元，同比增长98%，
获得省级奖励资金150万元。

抓货源回流和平台搭建，稳住
外贸基本盘。推进原油、大豆、铁矿
砂、板材等重点产品回流和新增70
余亿元。组织参加网上广交会、进博
会等展会，签订订单近30亿美元。
滨城区通过省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
县考核验收，亚光、华纺9710、9810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取得突破，京博云
商、内陆港、欧亚班列等新平台逐步
起势。与中信保、进出口银行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小微企业投保覆盖率达
到52.5%，列全省第二位，获得省级
400万元奖励。出台“两稳一促”30
条政策，兑现补贴资金1578万元。

1—11月，全市实现进出口729.8亿
元，稳住了基本盘。其中，出口增长
3.2%,有外贸实绩企业达到730余
家，新增实绩企业120余家。

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开发区发
展活力。实行“管委会＋公司”模
式，全面推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
营、专业化服务、绩效化考核和特色
化发展。推动省级以上开发区内设
机构数量由186个压减为66个，精
简65%；全部剥离265项社会事务管
理职能和66项运营职能；推动全员
竞聘，人员精简65%；推进跨区域整
合，形成了“一区多园、错位发展”格
局。1—12月，省级以上开发区市外
到位资金400亿元，同比增长51%；
实际利用外资4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开发区改革专班被省委省
政府授予“勇于创新奖”先进集体。

创新消费载体建设，激发消费

活力。渤海七路步行街入选省级步
行街试点，获得补助资金80万元。
打造万达广场、渤海国际等一批夜
经济聚集区，引进海底捞、星巴克等

“首店经济”，推进吾悦广场、帝堡广
场等商业综合体建设。市县两级财
政累计投放消费券2500多万元，有
力撬动了消费潜能。推进博兴入选
国家电商进农村示范县，获得第一
期补助资金1000万元。新增淘宝
镇、村13个，淘宝村数量居全省第二
位。预计全年网络零售额110亿元，
同比增长15.6%。建立准限上批零
住餐企业储备库，完善纳统单位“3+
1”服务和预报预警机制，新增月度、
年度纳统单位250家。电商和限上
批零促消费工作分别获得省级奖励
资金500万元和600万元。预计全
年社零额增幅全省前6位，限上社零
额增幅全省前3位。

2020年，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承
担《政府工作报告》分解任务7项，

“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5项，主
责主业任务2项，共计14项，完成
14项。

“一带三区”的产业格局渐趋
成型。加快形成黄河风情带、孙子
文化旅游区、滨海文化旅游区、红
色文化旅游区产业发展新格局。
编制《黄河湿地项目规划》，完成黄
河楼内部装修，开展黄河风情带文
化艺术季系列活动35场；编制《惠
民孙子文化产业园总体策划暨概
念性规划》，设立孙子书院，探讨建
立孙子研究院、孙子商学院的实现

路径；设计滨海和红色旅游线路，
打造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启动红
色纪念馆建设工程；全域旅游提档
升级，博兴被认定为第二批山东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西纸坊村入选第
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京博集
团科教创新旅游示范区等 4 单位
获评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参加中
国旅游商品大赛，获金奖 1项，铜
奖2项。

两项工作获国家级、省级试
点。沾化区文化馆获选国家文化
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
点，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滨州市
文化馆入选省数字文化馆平台建
设试点单位，以智能数字建设提高
服务水平。

两项工作获省市领导批示。
连续两年获“扫黄打非”工作全国
先进集体，连续 11 年获全省先进

集体，案件查办和进基层等工作走
在全省前列，获佘春明同志批示表
扬。创新机制解决国有转制文艺
院团“一团一场”和“黑灯剧场”难
题，省文旅厅厅长王磊批示表扬。

多项工作在全省推广经验。
沾化区制定《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管理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创新解决基层文化服务中心
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和队伍管理等
难题，省文旅厅发文推广；我市革
命文物保护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六
个县市区列入“国家第二批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滨
州：地方立法构建地方革命文物保
护的天网”入选 2020 全省革命文
物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在省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规划研讨会议上作典
型发言，推广滨州经验；《创新解决
国有转制文艺院团深化改革难题》

《多措并举探索文物保护利用新途
径》入选省文旅厅 2020 年度典型
工作案例；“沾化渔鼓戏《老邪上
任》荣获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群星
奖”获选年度山东省非遗保护十大
亮点工作。

一批文旅惠民工作提升群众
满意度。对 31 个镇街实施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专项治理和效
能提升工程；全市各类文化场馆开
展线上线下活动 2200 余场，其中
市直三馆798场，大剧院52场；全
市戏曲进乡村完成 7708 场，演出
场次和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举办
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演出35
场、周末戏相逢24场、文化大讲堂
128场；累计为4.4余万贫困户完成
电视信号通达任务，群众文化生活
满意度位次大幅提升。

多项工作在全省推广经验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刘庆敖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商秀丽

2020年，市卫生健康委共承担
重点攻坚任务21项（牵头17项），全
部按时高质量完成。

突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
性成果。从大年三十至今，经历疫
情防控大战大考，从阻击战到持久
战，全市人民经受住了考验，3.5万名
医务人员坚守一线。8家定点医院、
17处发热门诊、90处发热哨点诊室、
155处网络直报单位、1.3万支流调、
采样、检测、救治、消杀队伍，构筑强
大防治体系。154名白衣勇士进入

“红区”，历经42天日夜鏖战，15例
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成为全省
第三个100%治愈的市。76名医务
人员援鄂，30名医务人员援疆、助力
青岛，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出征，胜

利凯旋。第一时间对525名密切接
触者隔离观察，全市日最大核酸检
测能力由200份提至7.5万份，累计
检测标本146万份，第一时间隔离观
察525名密切接触者。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取得“病例少、无扩散、全
治愈”“零感染”的重大阶段性成果，
市卫健委荣获全省抗击疫情先进集
体和“五一”劳动奖状。

突出项目建设，补强公卫短
板。鲁北传染病综合防治与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提升工程列入省补短板
重点项目，市传染病医院、市疾控中
心标准化和市精神卫生服务中心等
23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5.3亿
元。疫情期间在全省率先开辟绿色
通道，招录疾控人员124名。县级疾
控中心全部建成二级生物实验室，
100处接种门诊全部升级为数字化
接种门诊。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
制实时覆盖15类重点人群。

突出改革攻坚，走在全省前列。7

个县市区全部纳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国家试点，建成医共体15个，覆
盖89家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推进
按病种付费改革，参保居民住院总费
用、次均住院费用年增长率由“十二
五”末的19.88%、17.31%降至-1.5%、
3.63%。医共体试点经验被国家卫健
委宣传推广，副省长孙继业作出批示，
给予肯定，入选省典型改革案例。

突出服务提升，改善就医体验。
截至11月完成门诊量1546万人次，
住院量53万人次，同比下降14.9%和
7.8%。基本医疗满意度测评得分排
名比2019年提升4个位次，高于省平
均水平。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1346个，签约140.8万人，8.8万贫困
群众和特扶人群应签尽签。为贫困
群众减免医疗费用540万元。全市
孕产妇死亡率由2019年的9.99/10
万降至 6.85/10 万，低于省目标值
3.15/10万。11.4万名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全覆盖。为计生特扶家庭发
放特别扶助金4062.93万元。新建县

级妇保院7家。市医调委调处医患纠
纷86件，医患双方满意度98%以上，
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突出能力建设，做优健康保障。
建成临床精品特色专科17个，基层
特色科室22个，中医药重点专科22
个。选派1200名医务人员、16个服
务团队帮扶基层。引进北京、济南等
地中医名师58名，值诊、带徒带教
194名基层骨干。28人获评“齐鲁基
层名医”、市“十佳名医”和“十佳基层
名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市人
民医院、医养战略研究院滨州分院、
继续教育学院滨州分院、山东大学市
疾控中心合作中心落户滨州。

突出产业攻坚，培育康养高
地。全市健康产业年营业收入
48.13亿元，同比增长37%。健康产
业专班招引到位10.14亿元，超额完
成年度任务。我市获评省级医养结
合示范先行市，省级医养结合示范
先行县7个县（市、区）全覆盖。

滨州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
市退役军人局党组书记、局长 巴明华

2020 年，市退役军人局承担
“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政府
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2项，其他主
责主业 7项，均已全面完成，被表
彰为“山东省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我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实现四连冠。

安置就业扎实有序，服务保障
更精心。实行“阳光安置”，退役士
兵、军转干部、随调家属安置率、满
意率均达 100%。打造“1+1+2+
N”培训模式，提技能、送岗位、搭
平台、供资金，开展直通车培训，举
办专场招聘会 31场，新增创业实

训营、孵化基地 9处，发放创业贷
款 1378 万元，帮扶资金 173 万余
元，就业创业走在全省前列。为
1.34万名退役士兵缴纳社会保险2
亿余元，完成质量和进度列全省第
一档次。

优抚褒扬精准落实，尊崇关爱
更贴心。精准落实政策，发放抚恤
优待金3.4亿余元，颁发抗美援朝
出 国 作 战 70 周 年 纪 念 章 1568
枚。打造优抚“心服务”品牌，开展
优抚对象医疗巡诊，组织104名优
抚对象轮养。开展军休干部医养
结合试点，经验全省推广，退役军
人事务部简报刊发。公共服务优
先事项落地，退役军人免费乘坐城
市公共交通、免费游览政府兴办公
园景区。开展清明祭英烈、烈士纪
念日和英烈文化“五进”活动。

权益维护用情用力，解决问题
更用心。将退役军人工作融入“全
科大网格”，打造新时代“枫桥经
验”滨州样板，建立市县乡三级维
权平台和“三师一员”队伍。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年”活动，创新建立
“兵之家”党支部，邀请退役军人参
加重大节日活动，“八一”期间各级
各部门组织退役军人座谈会，1.7
万余名退役军人组成 458 支志愿
队投入抗疫一线。敞开大门接访，
依法依规解决诉求，成功化解省领
导包案，信访工作列全省第一档
次。

双拥氛围不断浓厚，社会拥军
更暖心。首创“6+N”社会化双拥
模式，建成43处双拥设施、459个
双拥优抚服务点。选树最美退役
军人、好军嫂、最美兵妈妈。创新

七项机制，开展书记话双拥等系列
活动。有效纾解“三后”问题，率先
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未就业随军
家属生活补助，驻滨部队军人子女
按意愿到质量好的学校就读，凸显
政策优势，擦亮“真情双拥·富强滨
州”品牌。

服务水平有效提升，干部队伍
更凝心。开展“基层基础基本建设
年”活动，打造军的气质系统文化，
创建全国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88家。率先完成精准信息
采集，省厅通报成绩优秀。常态化
联系退役军人。提升干部“三专”
水平，倡树“雷厉风行、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及时反馈”等理念作风，
干事创业氛围浓厚。退役军人工
作是暖心聚心的人心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