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上市“种子计划”顺利实施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副书记，二级调研员 姜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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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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共承担“83”工程及《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工作7项，本部门
重点工作3项。目前，超时序进
度（A类）5项，按照时序进度
（B类）5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一）“3511”工
程深入实施。科学筛选确定“政
府增信”企业名单，“一企一
策 ” 落 实 帮 扶 ， 组 织 开 展

“3511”县区行、金融畅通工程
等系列银企对接活动。截至6月
末，全市50家“政府增信”帮
扶企业贷款余额36.19亿元，增
长23.1%，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目标。（二）企业上市“种子
计划”顺利实施。组织召开滨州
市企业上市推进大会，制定印发
《关于提高我市企业上市奖补标
准的通知》，实施分阶段奖补，
将企业上市奖补标准最高提升至
1500万元。截至6月末，全市有
2家企业在证券交易所审核，推
进顺利；4家企业正式启动上市
程序；12家企业在区域股权交易
市场完成挂牌，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额达到91.98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76.65%。（三）投贷联动
和应急转贷两项工作有序推进。
修订完善《市级银行机构考核方
案》，将投贷联动工作纳入考核
范围。探索建立滨州市应急转贷
联席会议制度，1-6月份，全市
应急转贷机构服务企业 152 家

（年度任务100家），开展转贷业
务288笔 58.37亿元 （年度任务
100亿元）。（四）开展“金融辅
导进百村”活动。完成辅导重点
村庄 100 个，受众 7870 余人
次。开展整村授信活动。完成新
增授信村庄 385 个，授信户数
11.26 万户，授信金额 66.48 亿
元。推动银行助农网点实现乡镇
全覆盖。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信
贷投放力度不断加大。上半年，
与市直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系列政
银企对接活动12场。省农业银
行与滨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承诺5年内向我市乡村振兴
领域提供信用支持不少于1200
亿元。截至6月末，全市各项贷
款余额3009.1亿元，剔除不良贷
款 核 销 因 素 ， 较 年 初 增 长
4.21%。（二）不良贷款持续大幅
压降。截至5月末，全市银行机
构不良率4.2%，较年初下降1.26
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目
标。5月26日，我市在全省“提
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专题
研讨班上作交流发言。（三）现
代金融产业“双招双引”成效明
显。制定印发《滨州市扶持现代
金融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滨州市“人才贷”风险补偿奖
励资金管理办法》，组织到上
海、深圳开展招商活动，落实现
代金融产业招商项目3个，完成
全年任务。

乡村振兴惠民工程有效开展
市粮食和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玉华

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成

强力推进智慧城市全域试点
市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洪民

2021 年，市信访局共承担
“83”工程及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3项，本部门重点工作
7 项。截至目前，超时序进度
（A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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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
响应，跑出信访加速度。健全首
接首办、直转快办工作机制，将
群众合理诉求平均受理办理时限
分别压缩至3天和15天。目前，
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理
率均达到100%，新增信访事项
一次性化解率达到95.74%，超过
省 定 “90% ” 的 工 作 目 标 。
（二）挂号开方抓药，搭建矛调
新平台。原来意义上，信访工作

“只挂号不开方”、“也不抓药”。
今年以来，我们广泛开展矛调中
心建设工作，组织有关单位集中
进驻信访接待大厅，既“挂号开
方”，又“抓药治病”，让老百姓
只进一扇门就能解决合理诉求，
典型经验做法被 《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刊发。（三）一次不
用跑，打造网上主渠道。在全市
建设 458 个网上信访自助服务
区，推动实现信、访、网、电、
微等渠道信访事项“一网通
办 ”， 我 市 网 信 占 比 高 达
72.25%，走访数量明显下降，信
访工作秩序持续好转。

本部门重点工作：今年以

来，全市信访系统担当作为、狠
抓落实，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人 民 交 出 了 一 份 合 格 答 卷 。
（一）领导接访察民情。市委常
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先后5次专
题研究信访工作。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等带头公开接访，31位
市级领导参与，先后破解边某某
信访事项等大批复杂疑难信访问
题，温暖了民心、凝聚了力量。
（二）治重化积解民难。各级各
部门靠前一步、主动担当、合力
攻坚，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
方百计推动复杂疑难问题批量化
解，集中展现了滨州情怀。目
前，排查梳理的十大领域信访突
出问题，化解率达到 98.8%。
（三）听证会审集民智。站稳群
众立场，对处理意见一审再审，
对每一起复查复核案件，都组织
专家会审，复查复核按期办结率
达到100%，信访事项听证率达
到 73.24%，列全省第 1 位。目
前，我市越级上访量全省最少，
集中展现了滨州政治清明、群众
安心、社会和谐的良好形象。
（四）纾化并举得民心。健全完
善法律服务工作者、心理咨询师
等第三方参与信访工作的组织形
式和制度化渠道，组建6962名信
访帮办员队伍，引导社会各方力
量参与信访工作，推动形成化解
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

推动实现信访事项“一网通办”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 尹月林

前5月实现销售总额543亿元
市供销合作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副主任 范克志

2021 年，市城管局共承担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工作8项，本部门重点工作9项。
目前，超时序进度（A类）2项，按
照时序进度（B类）15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一）加强业务指导，执
法机制不断完善。印发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调度平台案件公示机制、考
核办法和联动机制，扎实推进滨
城、沾化、无棣调度平台建设。开展
落实“三项制度”及案卷制作专项
检查，整改各类问题26项。制定
《全市城管系统基层执法队伍规范
化建设标准》，17支城管执法中队
参选规范化建设观摩点。（二）注重
示范引领，垃圾分类稳步开展。全
力推进33个乡（镇、街道）创建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市主城区设
置分类收集设施3000个，10台分
类运输车辆投入运行。（三）强化督
导检查，城乡环卫一体化持续巩
固。累计督导乡镇驻地145次，村
庄1450个，发现整改问题2600余
个，督促更换破损垃圾桶4万余
个、桶盖2万余个。（四）坚持质量
为先，重点民生项目扎实推进。南
新开河城市公园完成总工程量
94%，明月园、惠民湖6处口袋公
园建成开放。20条城市道路绿化
提升改造项目14条提前竣工。天
琴湖、剑湖、环中海西路、黄河二路
水景步道建成通行，总数超原计划
6公里。市管区、滨城区、惠民县建

成便民公厕12处，总数超原计划2
处。（五）聚焦难点发力，架空线路
整治成效显著。主城区实施单孔顶
管9.1千米，线缆落地65千米，拆
除废弃线杆175根、光缆100千
米，接续光缆 378 处，新建人井
144个，完成年度工程量的95%。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完成
黄河大道彩叶林带建设、黄河防
汛屋提升改造、新立河（H12、
H15）桥下通行工程。完成文化广
场、新滨公园、喜鹊湖公园等5处
园林设施修缮工程。完成彩虹湖、
中海公园等4处景观水系治理工
程，在新立河等水系安装曝气设
备 120 台、生态浮岛 7000 平方
米。（二）完成建成区 13条主干
道、12个出入口的建筑立面整治
任务。主城区户外广告专项规划
修编通过专家评审。全市累计拆
除违建169万平方米。全市城管
系统立案查处违规渣土运输案件
126起。（三）全市新购大型常规保
洁车辆36台，市管区新购深度保
洁车辆2台，主城区建立了路面污
染快速处置联动机制。铁路沿线环
境整治清除非法道口1个、侵线树
木500余棵。（四）圆满完成春节
亮化、渤海十八路和新立河公园
照明亮化提升工程，对25处路灯
箱变进行集中更新。（五）完成148
处人行道指引牌的规划及安装。
对彩虹湖、职业学院2处环卫工人
休息室实施“城市驿站”改造。

2021年，市大数据局共承
担“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12项，本部门重点工作
11项。目前，超时序进度（A类）4
项，按照时序进度（B类）19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一）持续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挂牌成立全国首家
地市级智慧城市指挥运营中心，
改革方案将于近期上会研究，环
保、城管、大网格等5个系统迁
入中心，系统提升、人员入驻、公
司筹建、数据汇聚共享等有序推
进；一体化指挥平台一期完成
22个部门40个系统及数据的接
入汇聚，形成10大板块178项
关键数据项，二期建设方案已编
制完成，即将全面实施。（二）强
力推进智慧城市全域试点。市级
搭建完成视频和数据共享平台，
县市区累计投入资金近4亿元，
30多个场景应用效果显著，滨州
智算云基本搭建完成，构筑智慧
城市统一算力支撑。经市政府第
81次常务会审议通过，印发试点
建设实施方案；在沾化区召开现
场推进会议，27项重点建设任务
取得初步成效；争取“数字山东”
专项资金322万元。（三）全面加
快数字政府建设。开发“七库”系
统，完成资源配置、库表搭建、数
据上报模块建设等工作，经济运
行“数字大脑”将于9月份上线运
行。惠企政策平台推送政策100
万次，线上兑现资金1.14亿元，

聚焦免申即享，会同民营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推动二期方案实施。
新增“掌上办”事项293项，我市

“爱山东”App累计上线908项。
完成4亿条公共数据开放任务。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全力
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首次在

“十四五”规划中单列“数字滨
州”章节，谋划未来五年目标任
务。惠民、阳信数字经济园区通
过省级评估，黄河三角洲数字经
济园区已入驻企业50余家，滨
城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实现线上
销售收入4亿元。（二）强化大数
据创新应用。扩展基础库数据项
600余个，已汇集数据4600余
万条。归集政务数据14.8亿条，
归集率稳达99.4%，汇聚视频监
控3万余路，新增3000路。汇聚
20项关键数据，开发疫情防控
大数据平台。搭建不动产消费券
系统，累计发放消费券2600余
万元。出台信息化项目管理办
法，做足“减量替代”，为各部门
新建及升级优化系统 54 个。
（三）率先启用大数据咨询中心。
1月26日，实现全员搬迁入驻，
为渤海先研院构建“四个一”服
务体系，服务平台注册用户
1587个，采购公共软件8套。新
设网络安全创新中心、信创适配
中心、华为ICT学院，引入企业、
产业、高分卫星等大数据平台，
中国电子、天融信、浪潮等10余
家企业正式入驻。

2021年，市粮食和储备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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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前，超时序进度（A类）完成
7项，按照时序进度完成（B类）5
项。

“83”工程及《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一）打造国家级食品产
业基地成效显著。全市粮食食品
产业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65亿元，同比增长12%，完成年
计划的52%；20个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14.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2.6%；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完成投
资 3.4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1.1%。中裕食品投资24.8亿元
的小麦精深加工产业园项目，为全
市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和园区建设
树立了典范。（二）产业高峰论坛扎
实推进。8月28日至29日，全国

“粮食全产业链节粮减损高峰论
坛”将在我市举办，参加人员约
300人，努力把论坛打造成双招双
引的平台和学术交流、成果推广、
品牌推介的盛会。（三）乡村振兴惠
民工程有效开展。目前政府信用
保证基金市场化收购小麦11万
吨，同比增长9.6%；全年计划收购
30万吨，预计增加农民收入9000
万元，企业增效2.5亿元。16个粮
食产后服务中心已完成“五代”服
务7.86万吨，同比增长74%。

本部门重点工作：（一）招商引
资工作有序开展。上半年，签约

引进项目 3个，总投资 24.65 亿
元，目前到位市外资金 1588 万
元。（二） 粮食安全保障稳健有
力。我市16.1万吨地方储备粮纳
入省级统筹，占全省新增部分
86%，每年可减少地方财政负担
1200余万元。夏粮收购工作全面
展开，已完成收购23.2万吨。全
市16个库区智能信息化改造基本
完成，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实时
监控的市。（三）科技创新驱动高
质发展。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
关。我市三大国家粮食加工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上半年完成研发项
目19项，解决企业急需科研难题
项 目 7 项 ， 申 请 专 利 23 项 。
（四）项目资金争取再创佳绩。今
年以来，共争取国家和省财政补
助资金1.7亿元。其中，“优质粮
食工程”争取国家和省财政资金
1亿元；创新建立黄河流域粮食
安全应急保障基地，争取省级财
政补助资金7000万元。（五）调查
研究和服务企业水平显著提升。
围绕“十四五”规划强化调查研究，
《积蓄粮食产业磅礴力量，绘就乡
村振兴宏伟蓝图》获得国家局征文
优秀奖；在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活
动中，我局获得一等奖两篇、三等
奖一篇。创优营商环境，强化服务
意识，上半年通过政府平台推送惠
企政策10多项，比上年增长50%。

2021年，市供销社承担主责主
业6项，目前，超时序进度（A类）完
成2项，按照时序进度（B类）完成4
项。

塑供销之貌——形成综合改革
“加速度”。高标准制定了“十四
五”发展规划，探索实施了“培育
壮大工程”“基层社能力提升工
程”。全省供销社流通龙头企业联
合合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市召开，滨
州市社作唯一典型发言，山东新闻
联播专题报道。滨州市入列全省供
销社农村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3
个试点市之一，邹平市社连续7年
稳居百强县级社第1名。邹平市、
沾化区分别被确定为试点示范县和
先行启动县。1-5月全系统实现销
售总额543亿元，同比增长54%，
列全省第一位。荣获2020年业务
评价一等奖第三名。

守供销之土——夯实为农服务
“主阵地”。认真研究综合改革政
策，联合邹平市社组建山东滨供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立足邹平，服务
全市，市社入股200万元，走出了
上级社争取财政扶持资金依法以股
权形式投入下级社的改革新路。目
前，新公司投资300余万元新购进
农机具14台套，开展社会化服务2
万余亩。强化为农服务中心7项服
务功能，14 处中心实现规范提
升。全市建成市级标杆型中心23
处，邹平九户、阳信雷家、沾化下
河被总社确定为乡镇为农服务综合

体联系点。
展供销之能——撑起现代流通

“主渠道”。指导邹平、沾化制定三年
试点发展规划，形成2处县域综合
集配中心、1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
30个村级综合服务社三级联动新
局面。联合省供应链公司、省农服公
司，与西王、香驰、中裕、滨农、鲁北
签署合作协议，在渠道销售、原料供
应、生产基地、订单农业等方面共建
全链条服务体系。畅通农资流通主
渠道，累计调运储备化肥6.5万吨，
农药258吨，农膜543吨。

夯供销之基——创新组织体系
“新路径”。“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试点在全省率先起步成势，市及3
个县级社申报全国试点，已上报总
社待审批。合作发展基金壮大社有
企业、社有资产资金“双代管”、
资产清查整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相关经验总社网站予以刊发。社有
企业实现转型发展，天河、益农与
贵州仁怀供销社合作开展酒水业
务，生资公司开辟物业管理新路，
打破了依靠房屋出租、资产处置维
持生存的局面。探索推进87处基
层社、64处为农服务中心、80处
联合社“三社合一”，打造乡镇为
农服务综合体。1-5月，全市基层
社实现营业收入3.69亿元，同比增
长11.5%。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
市社机关深入开展“干部作风建设
提升年”活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
气神全面提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