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前完成高铁片区建设半年目标
市委副秘书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王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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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工作部门单位年中市政府工作部门单位年中““亮进度亮进度””政务公开活动发言汇编政务公开活动发言汇编

2021 年，市国资委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工作7项，本部门重点工作2项。
目前，超时序进度（A类）4项，按
时序进度（B类）5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一）提前完成高铁片
区、康养片区建设半年目标。今
年高铁片区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安
置区主体、二次结构及配套工程，
今年计划投资3亿元，截至6月
底，累计投资2.1亿元，完成年度
投资的69%，主体工程完成90%；
康养片区占地1.1万亩，今年的主
要任务是整理完成片区内600亩
土地，截至5月底，提前完成全年
任务。（二）提前完成会展中心半
年目标。会展中心今年计划投资
9.6亿元，截至6月底，累计投资5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的52%，5月
底完成正负零以下主体施工，提
前完成半年目标。（三）加快推进
体育中心建设。体育中心总投资
16.4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6.9 亿
元。截至6月底，累计投资5.4亿
元，完成年度投资的78%，完成预
制桩2650根，提前15天开始土
方开挖。（四）加快成立人才发展
集团。此项工作由市委组织部牵
头，目前已形成组建方案。（五）积
极开展产权交易业务。4月 22
日，注册成立了恒信公共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全面承接开展能耗
指标、煤炭指标、矿业权、用水权
等产权交易业务。目前市发改委

等相关单位已出台了产权交易规
范性文件，实施方案近日将印发
实施。（六）深入实施国企改革。
建立“融投管退”资本运作模式。
制定了国有资本运作指导意见、
投资绩效管理细则。整合市属企
业间相同、相近业务板块，已完成
企业股权划转8户、吸收合并9
户。积极稳妥推进36户市属二
级及以下企业混改。（七）提高财
政经营性资产利用率。此项工作
与“整合市级经营性资产”重合，
已按期完成半年目标。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推动
海上风电检测中心落户滨州。抓
住有价值信息咬住不放，争取到
国家部委层面等有关单位的全力
支持，统筹规划建设包括叶片和
传动链检测、储能检测、海上风电
送入送出检测、海上风电培训等
全产业链检测中心，总投资16亿
元，全力打造全国最先进的新能
源综合试验场。目前，已经成立
了合资运营公司，近期将启动建
设，以此拉动风电装备制造产业
落地滨州。（二）全力推动渤中
19-6凝析气田项目。目前已完
成正式合作协议文本的起草、审
核，并报中海油走审批流程，加快
成立合资公司，争取滨州利益的
最大化。（三）在市属二级及以下
企业全面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
约化管理，52户企业签订了契约
书，对5户试点企业实施非上市
公司中长期激励。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727项次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波

围绕重点领域开展统计监测
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梁中华

建立全国首个跨省中介“城市联盟”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姚振祥

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共承
担《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10
项，本部门重点工作20项。目前，
超时序进度（A类）18项，按照时
序进度（B类）12项。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一）食品安全放心工程成效显
著。开展“守护舌尖安全”整治，
实施12项攻坚行动，不合格食品
处置率100%，查办案件585件。
（二）企业库建设基本完成。梳理
信息指标176类，完成数据录入和
共享，平台数据分析功能基本实
现。（三）民生实事顺利推进。食
品安全监督抽样10927批次，完
成计划54.63%。农产品批发市场
全部使用“山东菜场”追溯系统。
大中型餐饮企业“明厨亮灶”977
家，学校食堂“明厨亮灶”100%。

“沾化虾酱”省级特色食品加工聚
集区内市场主体增至18家。全国
首创“民生+智慧”计量检定平台，
大型商超实现全覆盖。60家药店
完成放心消费示范药店创建审
核。设立家庭过期药品定点回收
药店158家。实施药品零售和使
用监督抽检246批。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持续
抓好疫情防控。2个进口冷链食
品监管专仓安全运行，完成“应检
尽检”。强化新冠疫苗质量监管，
检查接种单位543家次。“疫情防
控药品追溯系统”“哨点”作用明
显，对 98 家药店实行“熔断”措

施。（二）推进“品质滨州”建设。
市检验检测中心创新“一站式”服
务平台和设备共享机制，1029台
套设备、10个功能实验室纳入共
享平台；新增国家级标准化试点3
项，市级试点28项；沾化冬枣标准
化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首批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十大典型
案例。全市新增注册商标6089
件，专利授权3931件，培育山东
省高端品牌企业20家、驰名商标
3 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件。
（三）创优营商和消费环境。深化
“证照分离”“一业一证”改革，全
市市场主体达41.93万户。股权、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95.92 亿元。

“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扩展
至33个部门。3个商业秘密保护
站点启动建设。“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达3041家，2.6万件投诉举报
全部办结，挽回损失350余万元。
开展“铁拳”“雷霆”等行动，查办
案件971件。（四）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69087台特种设备纳入动态监
管，在用设备“应检尽检”率
100%。公共聚集场所1486台电
梯全部投保，“96333”电梯应急处
置平台服务实现全覆盖。市级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216批次，加油站
抽检覆盖率达79%，车用汽柴油
抽检合格率99.9%。全市未发生
特种设备安全及重大产品质量事
件。

全国首创“民生+智慧”计量检定平台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博

深入实施“医保为民”工程
市医保局局长 王景军

2021年，市统计局参与承担
《政府工作报告》分解任务中的“六
库”建设项目1项，部门重点工作4
项，以上工作超时序进度（A类）完成
2项，按照时序进度完成(B类)3项。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成
立“六库”建设攻关小组，围绕形势
分析、产业监测、数据质量评估等
方面构建应用场景10个，图表、数
据反映更加直观；积极争取省局支
持，加载完成两年微观数据上亿
笔，丰富了“六库”建设内容；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完善平台界面设计。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围绕
新旧动能转换、高技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统计
监测，全面反映我市高质量发展
新成效。制作《献礼建党100周
年——图说滨州发展成就》展板，
宣传建党百年我市取得的伟大成
就。通过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
解读经济形势，客观准确反映全
市发展成果，提振发展信心。受
国家统计局委托，承担了中央政
法委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得
到省局、国家局民调中心高度认
可。(二）修订《统计数据质量管控
体系》，对GDP核算相关指标实施
月调度、预警预判。一季度在工
业增速落后全省4.6个百分点的
基础上，全市GDP增速高于全省
0.3个百分点，部门数据质量管控
成效显著，对此市委主要领导批
示：“唯有‘三专’能力的提升，才

能有起势成势局面的形成。感谢
全体‘统计人’的辛劳付出，不凡
成绩，向同志们学习，致敬！”第七
次人口普查《公报》按省规定时间
发布，结果显示，我市人口比
2010年增加18.01万人，中心城
区集聚效应显著增强。（三）科学
设计工作流程、综合表式，开展多
维度业务培训指导，及时比对、审
定、下发清查单位底册，保证了市
政府开展的全市精准服务市场主
体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与市财政
局、市商务局联合印发《关于鼓励
限额以上商贸单位和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加快发展的奖励办法》，
激发企业列统的积极性。成功争
取全省唯一的名录库建设试点，
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联合发
改、商务、工信、住建等部门开展
精准化统计业务培训，累计培训
基层统计人员5000余人次，提前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四）市委常
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
习《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
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
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制订《滨
州市关于落实国家统计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方案》，依法治统依
法统计能力进一步提高。扎实开
展“两高”项目专项核查，发现的
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得到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认可。

2021年，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共承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
报告》重点工作5项，本部门重
点工作4项。目前，超时序进度
（A类）5项，按照时序进度（B
类）4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一）并联审批工
作创新争先。并联审批标准规
范（草案）通过省技术审查，推出
14组 60项并联审批标准化事
项。上半年全市实施并联审批
1668件，列全省第3位。（二）中
介超市工作持续领跑。开通联
合体入驻功能，并完成项目选取
1例；与四川雅安建立全国首个
跨省中介“城市联盟”；中介服务
类型增至114类，入驻中介机构
1484家。（三）政务服务工作质
效更优。推进省级政务服务标
准化试点，梳理标准文本 668
项。提前五个月完成“全省通
办、跨省通办”年度任务。在全
省率先与国家政务服务“云上
办”联盟14省170地实现33个
高频事项跨省在线可办，与江苏
泰州等16省239地签订点对点
跨省通办协议。工程建设项目
帮办代办服务规范通过省技术
审查。上半年全市累计帮办代
办投资建设项目3266个、事项
4740 项，大厅事项帮办代办
37245件次。在4个县区开展村
（社区）帮办代办员试点，专（兼）

职帮办代办员已达3336人。开
展全市申请材料电子化梳理、供
需比对和事项标准化梳理工作，
归集电子证照112类，梳理发布
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8809项，
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企业
开办增便利。深化政银、政邮合
作，持续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网
办、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等工作。
全程网办率达95.1%，电子营业
执照在公积金等11个系统共享
应用，并在交通、光大2家银行
实现银行开户。（二）深化工改保
要素。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系统应用攻坚行动”，3475个项
目线上办结，同比增长276%；扩
大免于办理施工许可证范围，推
出7项惠企举措；加大承诺容缺
实施力度，办结证照批文2005
件。（三）审批服务抓便捷。深化

“一窗受理”、“一链办理”改革，
市 县 大 厅 综 窗 率 分 别 达 到
78.8%和75.2%，“一业一证”扩
展到 50个行业，推出“一链办
理”主题服务150项。（四）干部
队伍强素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争创全国文明单位，实施“我
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设立“办
不成事”反映窗口，健全“好差
评”评价机制，大力倡行“快节
奏、高效率、优服务”的工作作
风，政务服务“好差评”好评率达
到99.9%。

2021 年，市体育局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工作 4 项，本部门重点工作 21
项。目前超时序进度（A类）1项，
按照时序进度（B类）24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一）按期推进黄河风情
带体育赛事。成立了赛事领导小
组，完成了总体方案草案，赛事运
营服务项目进入招标程序。（二）深
入推进体育惠民实事。全市梳理摸
排健身设施提档升级行政村1018
个，招标健身器材5100余件，建设
10分钟健身圈和百姓健身屋65
处。（三）持续推进体育社会组织示
范点打造。制定了基层体育社会组
织示范点创建标准和排名办法，已
筛选体育社会组织示范点188个，
其中镇级42个、村级146个。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推进群
众体育树品牌。上半年全市组织
开展县级以上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727项次，其中国家级7项次、省级
19项次、市级53项次、县级648项
次；市首届企业家运动会作为全省
首创，推动了发展体育运动与服务
企业家纳税人之间的互促互融。
我市作为全省社区运动会6个试
点市之一，社区运动会全面铺开；
博兴县“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县”和邹平市“全国老年太极拳之
乡”创建工作顺利推进。投资16.5
亿元的市全民健康文化中心项目
全面开工，全市集中推进体育设施

工程建设10项，总投资50亿元；
体育公园城市建设启动，完成了总
体实施方案和新立河公园功能区
改造提升设计方案。（二）推进竞技
体育争金牌。深化体教融合，完成
市体教融合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
《关于滨州市体教融合工作现状的
调研报告》获全市优秀调研成果一
等奖；在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
上作了“体教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典型发言。成立了省
运备战工作领导小组，举办市级比
赛 10 项，在省锦标赛中摘金 43
枚。全力服务我市奥运全运健儿，
现有张博文、鲁诗雨、杨俊霞3名
运动员出征东京奥运会，肖棣、高
英超等27名运动员参加第14届
全运会。（三）推进体育产业创名
牌。惠民县获评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在全国13个示范基地中列
第五位，滨州体育绳网产业晋级“国
家队”。《创新推进体育场馆市场化
运营》获全省政府系统优秀调研成
果一等奖；成功召开省体育产业“十
四五”规划及配套子规划滨州调研
座谈会，完成市体育产业五年发展
规划框架编制。滨城区省级社会力
量办体育创新试点工作有序推进，7
家体育企业参展上海体博会广获
关注。全市体育培训类经营企业
337 家，社会体育职业技能培训
2024 人，体育产业入库项目 40
个。发放省第一批体育消费券
1026张，核销额15.3万元。

2021年，市医保局共承担“83”
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4
项，部门重点工作23项。目前，超
时序进度（A类）8项，按照时序进度
（B类）完成19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一）医保报销政策再提
高。深入实施“医保为民”工程，去
年调整24项，今年又提高了6项，
待遇水平进入了全省第一方阵。居
民普通门诊报销从 50%提到了
60%，三级医院政策内住院报销从
50%提到了60%，门诊慢性病报销
从2500元提到了3000元；职工普
通门诊、三级医院住院、门诊慢性
病政策也相应提高。（二）按病种分
值付费改革快推进。成立了工作
专班，拟定了工作方案，召开了动
员培训会议，形成了改革基本方
案，6月22日得到国家评估专家组
点名表扬。（三）价格惠民工程落地
见效。调整理顺了288种基层医
疗机构诊疗价格，支持促进了基层
手术和中医项目的开展。（四）普惠
性补充医疗保险加快推出。立足
保大病、降风险，对基础数据进行
分析测算，拟定了“滨州医惠保”的
产品方案、推广方案、共保运营方
案。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通过医
保基金历史结余分2批划拨疫苗款
和接种费3.94亿元，做到了“钱等
苗”，确保“0负担”。巩固拓展医保
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

略，政策内住院报销比例继续保持
在90%以上。积极推进省会经济圈
同城化，率先实现了济南、淄博、东
营普通门诊异地联网结算。支持成
立了山东欣悦互联网医保大健康平
台，主动引领助推医康养产业高质
量发展。（二）常态化实施药品耗材
集采，122种中标产品平均降价幅
度56%。在22家医疗机构推广开
展职工5种癌症早诊早治筛查项
目，支持沾化区村卫生室开展12项
适宜中医收费项目试点。职工住院
费用2万元到20万元之间的个人
负担部分纳入了大病保险，大病特
药报销比例从 60%提到了 80%。
（三）落实了乡镇医保工作机构和
职能，延伸在医院、社区设立医保
服务站142处。全市医保窗口实
现了7项跨省、16项全省、23项全
市通办事项。40个医保经办事项
网办掌办占比达到了95%。医保
电 子 凭 证 激 活 使 用 达 到 了
38.94%。（四）创新智能监管，打击
欺诈骗保，170家医院全部完成了
事前+事中+事后监控系统的部
署，检查覆盖率和追回基金数均位
列全省前三。（五）职工长期护理保
险扩大到了42名重度失智、54名
异地居住人员。22家医院对外普
通门诊直联，170家医院对外跨省
异地住院直联，1373家医院药店支
持省内“一卡通行”。开通了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实现
了家庭成员之间调剂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