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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博 通讯
员 杨倩 高猛猛 刘新芳 报道）9月21日，由
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
全市“创新滨州我担当”优秀案例汇报会在
滨州传媒集团演播大厅举行。报告会现场
宣读了《关于“创新滨州我担当”提质增效竞
赛优秀案例的表扬通报》，对评选出的30个
优秀案例进行集中颁奖，其中8个获奖案例
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

创新是滨州最浓郁最活跃的味道，也是
滨州发展最强劲的引擎。“在滨州、知滨州、

爱滨州、建滨州”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推动各项工作
出新、出彩、出色，充分展现了滨州党员干部
群众“事争一流、唯旗是夺”的责任担当，涌
现出很多“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好
经验好做法。为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引
领作用，在更大范围凝聚起“在知爱建”的
磅礴力量，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
委牵头，在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市科
技局等单位支持配合下，在全市开展了

“创新滨州我担当”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
动，征集评选滨州各行各业各领域补齐发
展短板、锻造产业新链、推进创新成果的
鲜活案例。

自今年6月份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等各级党组织广泛动员、积极申报，
围绕“十大创新”，找准各自领域、各自行业
着力点和突破口，不断优化工作理念、思路、
机制，不断提出新点子、新思路、新模式，
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新载体、新平台、新

项目，深入挖掘、总结提炼，全市涌现出一
大批优秀案例和示范样板。在两个多月
的时间，活动共收到来自各行各业各领域
申报的案例 274 篇。经过两轮专家认真
评审，最终有30个创新案例脱颖而出，被
评为全市“创新滨州我担当”优秀案例。
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全市上下勇于改革
创新、聚力提质增效的精神风貌，让“在知
爱建”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注入了澎湃动力。

奋楫扬帆风正劲,勇立潮头逐浪高。党

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实现“走在前列、全面开
创”的目标定位，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答好“山东走在前，滨州怎么办”的
时代答卷，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使命在肩、责无旁贷。参与活动的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将以本次评选展示为契机，积极
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让创新的味道在滨
州更加浓厚，努力干出“走在前”的担当、干
出“开新局”的样子，奋力谱写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新篇章，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市“创新滨州我担当”优秀案例汇报会举行

“创新滨州我担当”优秀案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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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单位

滨城区委办公室

滨州市委组织部

滨州市大数据局

滨州市人社局

滨州市委政法委

惠民县工信局

滨州市政府办公室

共青团滨州市委

滨州市委宣传部

沾化区人社局

邹平市环保局

沾化区政府办公室

滨州市住建局

滨州市应急管理局

惠民县公安局

博兴经济开发区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
理服务中心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滨州市医保局

无棣县残联

阳信县司法局

滨州市纪委监委机关

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邹平市税务局

博兴县科技局

滨州市民政局

滨州市人社局

滨州市司法局

滨州市农业农村局

无棣县直机关工委

案例名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滨城改革实践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滨州组工打法”

“智慧数据+指挥运营”让城市更聪明 让生活更美好

创新评价机制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

平安建设为民服务“同心圆”工程

惠民县组建党建联盟红盟 助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擦亮“滨周到”品牌

“青鸟计划”人才引育创新

全国首创“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地图”

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邹平区块链生态环境监管平台

沾化区搭建时空云平台全方位服务城市治理

创新研发全市消防验收数字化管理平台 惠企便民提
质增效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方法

实行警务协作区机制破解基层警力不足困局

打造“N1N”产教融合园区改革探索

积聚航天育种科研资源突破滨州种业瓶颈

开展“五心共建”打造“十好党委”

推进“互联网+医保”服务新模式
让医保服务更加便民贴心

无棣县残联创新“康教托技”一体化服务新模式助推
残疾儿童全面发展

以“五化监管”为载体打造智慧矫正新高地

创新“三步三清单”工作法
以精准有力政治监督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便民服务“百事通”就近办事更轻松

创新实施“党小组建在业务单元上”
让党旗在税收一线高高飘扬

情怀科技+以奖聚智--创设科技奖
为国聚才促企发展的京博探索案例

以“为民初心”应答“银发大考”
打造新时期的“原居安养”滨州模式

打造通用智慧卡 创新百姓新生活

创建“三清单”涉企执法监督制度
助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创新开展全市路域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打造特色“党建联盟”构建无棣党建共同体

推荐单位

滨城区直机关工委

惠民县直机关工委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
邹平市直机关工委

沾化区直机关工委

惠民县直机关工委

博兴县直机关工委
博兴县委改革办

滨州市粮食局

无棣县直机关工委

阳信县直机关工委

邹平市直机关工委

博兴县直机关工委
博兴县委改革办

无棣县委县直机关工委着力服务全县
工作大局，坚持党建统领、抓实“过程党
建”，始终把抓党建最大政绩和抓发展第一
要务深入融合，围绕滨州市直机关工委提
出的建立“党建联盟”工作机制要求，创新
工作思路，以强党建思维和生命线思维，打
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创新推行无棣
特色“党建联盟工作机制”，把隶属于不同
系统、掌握不同资源、联系松散的党组织链
接为紧密的党建共同体，形成资源要素集
聚共享、优势互补、联动赋能格局，释放了
党建“生产力”，推动了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打破各个部门党组织服务发
展、服务群众“单台唱戏”的封闭
局面，促进资源共享、互联互通

无棣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出台《关于建
立“党建联盟”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着眼
打破各个部门党组织服务发展、服务群众

“单台唱戏”的封闭局面，充分发挥党员、支
部、党务等元素聚合作用，以职责相近、地
域相邻、业务相关、需求一致为前提，在全
县组建“帮棣好”“传棣爱”“工会行”“心心
向融”“匠心铸建”等多个党建联盟，成员单
元涉及77个县直部门、9个社区和40家企
业（社团）党组织，单位间横向联动、系统内
纵向延伸、服务领域内外结合，促进资源共
享、互联互通。

“部门+部门”。无棣县营商环境建设
监督局牵头，联合31个营商环境考核指标
单位党组织，组建“帮棣好”党建联盟，设立
联盟办公室，将“过程党建”嵌入营商环境
建设全过程，擦亮“滨周到·帮棣好”营商服
务品牌。县统计局联合工信、商务、行政审
批等20多个部门单位党组织，组建“数映党
心”党建联盟，提升统计质量，助力企业发
展。县残联联合民政、财政等部门，以及各
镇街党（工）委、公益性社会组织、爱心企
业、新时代文明实践队伍等，组建“传棣爱”
阳光助残党建联盟，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

“行业主管+市场主体”。无棣县金融
服务中心牵头，联合22家金融机构、12家
企业党组织，打造“心心向融”党建联盟品

牌，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为企业提供常态
化、精准化、个性化、全方位金融服务。无
棣县市场监管局牵头成立个体私营企业党
委和外卖协会党委，组建“市场强”党建联
盟，选优配齐57名党建指导员，建立个体私
营企业党组织208个，非公经济领域党的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断扩大。县总工会牵
头，联合鲁北、鑫岳、三岳等32家企业组建

“工会行”党建联盟，发挥基层工会联系服
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打造“春送岗位、
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四季帮扶
品牌。

“部门+社区（村）”。着眼建强党建“末
梢”，提升城市社区服务水平，无棣县委组
织部、县委统战部、机关工委、团县委、工商
联等7个单位联合组建“筑梦馨泰”党建联
盟，定期到馨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县住
建局机关党委联合31家物业企业党组织成
立“匠心铸建”党建联盟，建设宜居城市，改
善群众居住环境。目前，全县77个部门单
位已与9个社区115个网格支部结对，领办
互助共建项目150个。

建立“四联”工作机制，推动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无棣县委县直机关工委以全面整合、
有效融合为目标，在创建党建联盟的基础
上，建立“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党建与业务
深度融合。

资源联享。建立组织领导轮值制度，
由县委县直机关工委统筹，每季度安排1个
联盟成员单位担任牵头单位，承担沟通协
调、策划部署、组织实施等工作，每季度至
少召开1次联席会议。各联盟单位将分散
的党建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建立“党建工作
资源库”统筹使用。

活动联办。通过联盟单位共过主题党
日、共讲专题党课、共听红色故事、共谈学
习感悟等方式，把分散的组织活动变成集
体“大课堂”，实现党建资源利用最大化。
今年以来，“工会行”党建联盟组建劳模工
匠宣讲团，到鲁北、鑫岳等产业工人集中的
企业开展理论宣讲，引领团结产业工人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市场强”党建联盟
组织开展“红色车间”、“星级争创”党员示
范岗、“青春映党旗”党员承诺墙等活动，激

发企业发展活力，北方创信公司成为省瞪
羚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品牌联创。“帮棣好”党建联盟打造以“帮
棣好”为核心、6个“棣”系列子品牌为补充的营
商服务品牌：公安服务围绕“车驾管”打造“棣
安畅”品牌；不动产取谐音“第一等”，打造快办
理、易登记的“棣易登”品牌；公积金圆群众

“安居梦”打造“棣安家”品牌；办税服务“砥
砺前行”打造“棣力行”品牌；企业服务全程
帮办代办，打造“棣小帮”品牌；“一窗受理”
打造“棣一窗”品牌，县政务服务中心获评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先进集体、全市标杆党支
部，无棣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三年全市第一。

“市场强”党建联盟开展市场主体党组织“一支
部一品牌”创建活动，培育了十里香芝麻“小芝
麻、大产业”、友发水产“黄金海岸·党旗红”、世
旭塑木“红色党建·品质世旭”等11个企业党
建品牌，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工作联动。以党建联盟为载体，推动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
量开展。“心心向融”党建联盟开展无棣特
色“金融管家3n”试点工作，搭建进社区、进
园区、进业户三个平台，解决企业信贷保
险、上市挂牌、法律财务三个需求，取得增
加信贷保险投放、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维护县域金融稳定三个成效，今年以来，该
县金融辅导企业达到2071家，其中结对辅
导层企业238家，通过全省金融辅导系统线
上发布需求58.5亿元，解决融资需求61.5
亿元。“工会行”党建联盟组织工会、人社、
妇联、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职能部门，开展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30余场次、帮助400
余人就业。开展“筑梦扬帆”劳模助学工
程，17名劳动模范累计捐资500余万元，
500余名困难大学生得到及时救助。“传棣
爱”党建联盟组织残联、人社等部门，举办
16期“助残扶贫·电商直播”培训活动，培训
残疾人1800人次，800余名残疾人具备了
独立直播带货能力。

无棣县委县直机关工委通过“党建联
盟”工作机制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发展难
点作为党建重点，集中力量、联手解决“不
能办、办不了”的瓶颈制约问题，把党建引
领作用发挥到紧要处、关键处。

无棣县委县直机关工委:

打造特色“党建联盟”构建无棣党建共同体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杨倩 刘新芳

滨城区地处黄河下游，聚力新生态、建
设新村居、发展新产业、挖掘新品牌，以改革
思维做活“母亲河”文章，打造集生产生活、旅
游、休闲、健身、观光、乡村振兴为一体的黄河
风情带，全力建设中央生态公园，构建滨州拥
河发展的空间意向，叫响“一条河、一座城、
一处园”品牌，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全区人
民的幸福河，初步探索出一条在生态保护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之路。

聚力“新生态”，“一转两化”
铁腕治理

滨城区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中，改变过去那种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发展思维，坚
决用“两山”思想解决“大河”问题，坚持规
划先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保护为主，把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
约束，将产业发展与黄河高质量发展有机
融合，努力写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治理
保护大文章。

探索以项目化建设推进黄河生态治理
保护，滨城区确定了总投资20余亿元的黄
河滩区迁建、粮林果蔬基地、十里荷塘景区
等11项重点项目。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滨城区成立了由区主要领导挂帅、4名区级
领导任副指挥的工作专班，顶格配备力量，
层层压实责任。

滨城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全力推进“清
河行动”，去年处理涉黄河违法事项27处，
拆除面积达33754万平方米，有效净化了
沿黄片区环境。同时，对部分拆违区域进
行保护性修复，利用原有的地形和植被，进
一步美化黄河沿岸环境，建设了黄河之星
生态园。同时，对总面积约23平方公里的
南海湿地段区域进行重点设计和保护，浓
缩黄河要素，着力打造展示黄河生态景观
的集中体验区。

建设“新村居”，“两合一路”
安居乐业

滨城区对靠近主城区的滩区7个村居，
集中安置于滨州城区南部的黄河馨苑安置
区，该安置区为全省唯一一个黄河滩区居
民外迁至主城区的安置项目。

始终坚持“民意至上”，滨城区广泛征
集群众意见，成立滩区迁建指挥部，聘请第
三方参与迁建，项目投资主要由财政配套
解决，不增加群众经济负担。搬迁入住后，
将享受与城市一样的取暖、出行、就医、就
学等待遇，实现了农民“集中城市化”。结
合乡村振兴，建设美丽新村居，滨城区坚持
防洪安全、基础设施和美化靓化同步提升，
投资2.1亿元，对涉及3478户、9948人的
21个村居的旧村台进行了改造提升，努力
将滩区村台打造成沿黄明珠、城市后花园。

建设幸福路，打造沿黄金腰带。滨城区
投资1.1亿元，高标准建设滩区路网，累计完成
临时撤离道路40余公里，其中20.4公里的
骑行绿道和20余公里的车行道形成沿黄道
路闭环，恰似横亘在主城区南部、黄河北岸
的金腰带，成为沿线景观和美丽乡村串点
连线的主线和支撑。

发展“新产业”，致富脱贫统
筹推进

滨城区制定产业培育规划，聚焦精准
脱贫、产业培育、整体增收打出了系列“组
合拳”。

一手抓科学规划，培育“四个万亩”片
区。滨城区辖区黄河滩区耕地共4.5万亩，
广泛分布于滩区内外的7个街道39个村
居，在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碎片化现象。滨
城区立足沿黄土地布局和产业现状，将沿
黄土地科学划分为数个特色区域，以“粮、
林、果、蔬”为基准，发展“四个万亩”生态农
业示范片区，种植粮食、林木、水果、蔬菜各
1万亩。同时，采用企业化模式运作，科学
推进沿黄片区10个村居共计5000余亩土
地整体流转，在黄河岸边错位打造高科技
农业产业园和高质量果蔬采摘园。目前，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8家，农业园区28家，流

转土地1.1万多亩，涌现出了中裕、国昌等
一大批全市乃至全省一流的农业生态园，
叫响了“滨城黄河岸，绿色农产品”品牌，被
省科技厅命名为滨城（黄河滩区）省级农业
科技园。目前，滨城区正在加快农事园、运
动园规划建设，并系统规划中裕小麦产业
集群融入沿黄高质量发展。

一手抓精准脱贫，搭建“现代农业+旅
游+扶贫”模式。有序推进黄河滩区脱贫迁
建，在改善硬件设施环境的同时，积极开展

“造血”行动，搭建“现代农业+旅游+扶贫”
模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特色鲜明的产业
扶贫产业园工作模式，突出项目带动作用
奠定基础，致力打造沿黄特色扶贫产业
带。对沿黄扶贫产业带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近2000万元，重点打造中裕黄河岸绿色生
态农业扶贫项目和国昌黄河生态园有限公
司优质蔬菜生产基地扶贫项目。沿黄扶贫
产业带关联带动了全区5个重点乡镇1085
户2100名贫困群众，每人每年获得项目收
益500余元。

铸造“新品牌”，多彩黄河风
情怡人

立足“以文为魂”的发展思路，滨城
区积极挖掘宣传“黄河文化”集合体，打
造黄河文化旅游新标杆。深挖沿黄传统的

“乡土文化”，建设了西纸坊、狮子刘古村
落等鲁北传统文化展示基地，打造了龙王
崖农事体验、休闲采摘为代表的“农耕文
化”，开展以黄河为主题的文体活动，形
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
的乡村振兴“沿黄样板”。打造渤海革命
烈士陵园、周总理骨灰撒放地和纪念碑等
红色文化景区，集中体现“不屈不挠、艰
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老渤海精
神。借助原有零散的荷塘，因势造形，打
造十里荷塘景区，发掘莲（廉）文化，培
育荷 （和） 品牌，周边打造千亩景观花
海，形成了寓廉于景的“黄河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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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全市“创新滨州我担当”优秀案例
汇报会在滨州传媒集团演播大厅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