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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市委提名马
向前为市十一届人大代表候
选人。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
定，无棣县补选马向前为市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现在，滨州市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实有377名。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1年3月5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5号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
议，根据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的提请，于2021年3月
5日决定任命：

初学晖为滨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马向前为滨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决定免去：
李象润的滨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
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1年3月5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6号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
议，根据滨州市市长宋永祥的
提请，于2021年3月5日决定
任命：

李逢章为滨州市副市长；
铁金福为滨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成为滨州市城市管理

局局长。

决定免去：
孙文利的滨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
铁金福的滨州市城市管

理局局长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1年3月5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7号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
议，根据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李军的提请，于2021年3
月5日任命：

牛立敏为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

免去：
于明辉的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
务；

赵海永的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职
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1年3月5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8号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根据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体功
的提请，于2021年3月5日任命：

韩呈祥、黄鲁滨为滨州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刘德力的滨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2021年3月5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9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
霞 通讯员 王茜茜 报道）日前，全国
妇联公布2020年度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红旗手（集体）名单，滨州市
妇联荣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成
为2020年度山东省妇联系统唯一
获此殊荣单位。这也是滨州市妇联
继获评2020年“全国家庭工作先进
集体”后，该年度斩获的又一项国家
级荣誉。

近年来，滨州市妇联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
作要求，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扎实
开展巾帼领航、巾帼建功、巾帼共
治、巾帼暖心等系列活动，实现了
整体工作有提升、特色工作有亮
点、重点工作有突破。特别是
2020年，市妇联紧紧围绕“富强滨
州”建设部署，创新实干，团结引
领全市广大妇女将自身成长融入
发展实践，拼搏进取、奋发有为，
为富强滨州建设全面起势整体成
势贡献“她”力量。其中，助力“7+

3”重点改革攻坚、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家庭教育
等多项工作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
示和肯定。

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书写“双线统筹”巾
帼担当。组织全市4000多个妇联
组织和3.3万名妇联党员干部、妇
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女企协会员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捐款捐物价
值 280 余万元。持续开展“五个
一”巾帼志愿服务，走访慰问援鄂
医务人员、抗疫牺牲人员家属，表彰
抗疫一线单位和人员。助力复工复
产，“巾帼好品·网上助农”活动助销
农产品7万余斤，各级妇联干部参与
直播助农活动50余场，举办云招聘，
帮助417家企业招聘、提供女性就业
岗位2万余个。

助力“7+3”重点改革攻坚任务，
彰显巾帼力量。助推电商产业升
级，对接“京东京喜厂直优品+新华
信用”平台，吸引100家企业参与电

商诚信体系建设，12家入驻平台。
支持妇女创业创新，发放“巾帼创业
贷”等5293笔、6.4亿元。深入实施

“巾帼脱贫五送行动”，争取省市资
金30万元、协调贷款174万元，扶持
22个大姐工坊、示范基地发展壮大；
举办滨州女致富带头人电商培训工
程等，线上线下培训妇女1.1万人
次，打造线上“妇女微家”300个；
为全市 800 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捐赠“两癌”公益保险 4 万元，争
取、募集资金 84.6 万元救助贫困

“两癌”患病妇女 248 人；为 1100
余名贫困妇女儿童赠送价值30余
万元“扶贫礼包”，帮助1.5万户贫
困户创建“洁净庭院”。实施“爱
心驿站”救助孤困儿童项目，为
1517名孩子送去学习桌、台灯等款
物价值69.22万元。

实施“1+4”攻坚行动，展现巾帼
作为。探索“5+3+N”工作机制，创
建各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71434
户、建成率15.66%，4724个村参与

创建、建设比例100%，高质量提前
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在省对市
考核中再次获得满分。深入实施

“破难行动”，在滨城区、沾化区分别
试点“521”服务妇女儿童工作机制、
基层妇联执委“1+5+N”模式，在全
市开展“妇联‘联’一线 践诺在基层”
主题活动，形成“新媒体+线下讲
座+三下乡”融合模式，为妇女儿童
办实事3.4万件，事迹被全国妇联
《舆情日报》刊登。广泛开展家庭文
明创建，举办“传家训、立家规、扬家
风”主题教育宣讲“五进”活动等
185场（期），10户家庭获省级以上
表彰；创新实施家庭教育“2411工
程”，争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腾飞
计划”智慧父母课堂项目落户滨州，
举办智慧父母课堂等60余场（期）。
全市428名婚姻家庭辅导志愿者调
解4464对离婚夫妻，劝和2364对。
举办珠心算培训、夏令营、爱心大篷
车等公益活动27场（期），受益妇女
儿童2000余人次。

市妇联荣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为2020年度山东省妇联系统唯一获此殊荣单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报道）3月 5日，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对下一
步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立改
废”情况等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宝
亮参加会议并讲话。

张宝亮要求，要对各项工作

开展“回头看”，及时调整落实；
抓好海上、港口等重点领域联
防联控工作；坚持做好院感防
控工作，发挥基层“哨点”作用；
按实战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做好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建
设。

我市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立改废”等相关工作

标 题 新 闻
●3月6日，全市深化教育改革暨“四名引育”工作专题视频会

议召开。副市长郝吉虎参加并讲话。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卫 报道）3月 5日，市委宣传
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对党史学习
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晓娟出席并讲话。

王晓娟强调，要安排专门时
间搞好集中学习讨论，组织党员
干部专题学习。要扎实组织开
展好部机关党史学习教育。抓
好分类开展学习教育，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精
心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推动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又讯（记者 隆卫 报道）3月

5日，市委办公室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落实全省、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工作要求，安排部署办公
室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会议要求，深刻认识到，党
史学习教育是强化党性锻炼的

“磨刀石”，是深化宗旨意识的
“检验尺”，是激励担当实干的
“动力源”。准确把握核心任务，
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上下功夫见实效。

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室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会议

安排专门时间集中学习讨论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专题学习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根据滨州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体功的提请，于
2021年3月5日批准：

刘德力为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温健为邹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罗振华为无棣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黄鲁滨辞去滨州市沾化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韩呈祥辞去邹平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

温健辞去无棣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3月5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30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报道）在全国“两会”上，住滨全国
人大代表王红星、沈志强、陈恩明提
出，滨州市作为国家级交通运输主

枢纽城市，没有高铁已成为制约滨
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建议加快
滨州高铁项目建设。

其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项目
由中国铁路设计集团进行设计，目
前已完成国家铁总鉴定中心的技术
审查、国家发改委评估审查、国家铁
路局行业审查，山东段领跑全线前
期工作进程，滨州段立项支持性文
件已办理完成，征地拆迁协议、站房
出资协议、土地综合开发协议已签
署，六个立项必备要件已经齐备。

济滨高铁项目由中铁第一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设计，目
前已完成国家铁总工可报告审查、
初步设计鉴修审查，施工图编制完
成。项目立项支持性文件已办理完
成，征地拆迁包干协议、站房出资协
议、土地综合开发协议已签署，六个
立项必备要件已经齐备。

王红星、沈志强、陈恩明提出，
京沪高铁辅助通道是由国家主导建
设的重点项目，由天津、河北、山东、
江苏四省成立股份公司具体主导。

目前，部分省市立项支持性文件推
进较慢，使得立项推进进程延后。
三位代表建议，在国家层面协调相
关部门以及沿线省份，尽快完成股
份公司注册，协同推进京沪高铁辅
助通道和济滨高铁立项进程，力争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及早开工建
设。由于两高铁项目所需资金规模
较大，建议国家通过地方专项债、专
项基金补助等多渠道给予山东省及
相关市县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减轻
地方财政压力，推进项目加快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王红星、沈志强、陈恩明建议：

加快滨州高铁项目建设
力争“十四五”开局之年及早开工建设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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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
霞 通讯员 王兆松 李昕 刘坤芳 于
磊 报道）记者日前从市科技局了解
到，2020 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78.557亿元，同比增长450%，增幅
居全省第1位，省对市考核综合得分
居全省第1位。

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深化科技
管理改革、构建技术转移体系、拓宽
科技金融融合渠道，推进科技服务
链条不断完善、科技惠企政策满意
度大幅提升、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创
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有力助推了
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和现代化富强滨
州建设。

优化科创服务生态，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低、企业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严重影
响着经济转型和持续培育新兴产业
生态。

我市突出流程再造，推进科技
管理改革，出台《滨州市“政产学研
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实施
方案》，将成果转化、产业落地作为
科创平台和项目评价标准，提高市
场眼光对科创发展的考量。创新启
动第一批10家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备
案工作，支持围绕企业创新发展构
建科技服务链条，优化科技服务生
态。

用心服务企业，开展“点对点”
服务和精准式辅导，重点解决科创
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市科

技局成立落实惠企政策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小组，印发《滨州市科技惠企
政策摘要》《科技型企业服务指南》
等，累计培训企业 1169 家、人员
3500余人次；梳理与科创有关的惠
企事项50条，全部纳入滨州市惠企
政策平台，在 2020 年度惠企政策

“三评”评价中名列市直部门前茅。
包容、普惠的科创环境不断激

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2020年，
我市5项科技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
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省二
等奖以上数量创历史新高。

整合线上线下技术转
移服务资源，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

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
科技成果产业化，我市积极整合线
上线下技术转移服务资源，加快构
建市场为主导的技术转移体系，为
企业提供全链条、全要素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促进科技成果供给侧和产业
技术需求侧精准对接，各类创新要素
充分流动、共享、集成和整合。

为全面摸底全市技术转移体系
建设情况，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人员
赴各县（市、区）开展专题调研，并形
成调研报告。制订印发了《滨州市
科技局关于开展山东省技术转移先
进县（市、区）创建活动的实施方
案》，鼓励支持各县（市、区）创建技
术转移先进县。推荐滨州学院科研
处成功备案省级技术转移转化服务

机构，成为我市首家省级技术转移
转化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了全市首
次技术经纪人专题培训班，235人参
加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先后组织
15名业务人员分三批参加国家、省
级技术经纪人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培训。坚持下沉一线，先后组织四
轮赴县市区开展技术合同登记辅
导，累计深入100多家企业开展政
策解读推送。推荐申报山东省技术
市场协会科技金桥奖，其中获得项
目二等奖2个、先进个人奖1个、优
秀组织奖1个。

积极推进融入京津冀和省会经
济圈，组织46家高校、院所和企业加
入省会经济圈科创联盟，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等8个企事业单位跻身
副理事长单位，推动山东省产研院
在滨州设立分院，对接山东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
科技成果。

2020年，我市新增沾化区科学
技术局1家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引进
北京、济南等地科技评价、技术转移
机构4家。目前，渤海先研院展示交
易中心展示大厅已完成陈展设计、
素材征集、多媒体程序、展陈布置提
升等相关工作，如期向社会各界开
放，科技成果展示交易阵地建设取
得初步突破。

近3.6亿元科技成果
转化贷为创新“加油添薪”

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往往具有
大投资、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成为

研发人员和投资人都必须跨越的“死
亡谷”，严重影响了技术转移效率。

我市发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
重要作用，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贷款风险补偿工作，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全市科技部门先后向科技型
中小企业精准推送科技成果转化贷
款风险补偿政策500余条，10个县
市区（开发区）全部落实科技成果转
化贷款风险补偿政策，新增合作银
行4家，合作银行达到14家，签署
《滨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
偿业务合作协议》31份。2020年，
共向合作银行推荐拟贷款企业89
家，发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86笔，涉
及 63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金额
3.5675 亿 元 ，平 均 贷 款 利 率
4.422%，有效降低了企业创新创业
成本。科技成果转化贷款贴息、科
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政策落实
企业满意度分列全市市直部门惠企
政策评价第一、三位。

一年来，全市主要创新指标迈
入全省前列，涌现出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魏桥模式”、“N1N”产教融
合发展“京博模式”、“研发+中试+转
化+职教”的“黄海模式”、“康养+研
创+制造+职教”的“愉悦模式”等，成
为全省乃至全国成果转化“先行
地”、校企合作“样板间”。各县（市、
区）涌现了邹平山东铝谷产业技术
研究院、博兴千乘产业技术研究院、
无棣鲁东大学海洋研究院、惠民黄
河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县级研发
或服务机构，为推进区域创新能力
提升奠定了基础。

2020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78.56亿元
同比增长451%，增幅居全省第一

优化科创服务生态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