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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工作部门单位市政府工作部门单位““争先向前亮结果争先向前亮结果””政务公开活动政务公开活动发言汇编发言汇编

2022年，市政府办公室共承
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
点任务牵头事项2项，“12197”民
生实事任务牵头事项4项，全部
高标准完成。

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展现使命
担当。创新开展全市政府办公系
统“五种作风锤炼五种能力提升”
行动，塑成“忠诚奉献 高效辅政”
办公室工作品牌。出台《滨州市
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等制度性文
件。强化政务信息助力科学决策
作用，72篇政务信息获国务院、
省政府领导批示。组织开展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等大型活动
50余场次。服务渤中19-6凝析
气田项目建设，积极推动滨华碳
三碳四等百亿级项目落户投产。
完善政务值班信息共享、会商研
判、快速联动3项机制。优化政
务公开保障体系，全年政府信息
申请公开800余件，开展政府开
放日活动218次，实施“十佳”政
策解读评选。

在狠抓民生质效中当好先锋
表率。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及《政府工作报告》264项重
点工作督查督办任务，牵头督办
197项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开展
市委市政府重要阶段性工作专项
督查25次，对197项民生实事开
展32轮次督查调研。办理各级

“互联网+督查”平台反馈件1421
件。实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整合升级工程，常态化开展“领
导接听日”。组织“察民情、听民

意、暖民心”大走访活动，实施“幸
福来敲门行动”。在全省率先实
现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农、
林、水、海等权益类项目进场交易
接连实现“破零”。创新“互联
网+公共资源交易+金融服务”模
式，在全国率先开展电子保函“中
标即退费”惠企行动，为企业办理
线上融资4.25亿元。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覆盖率持续保持
100%，进口肉类监管场地69天
获国家正式批复。

在优化营商环境中释放标杆
效应。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两方
案一意见”，推出20个重点领域、
232项便民利企举措。在全省率
先全面推行行政许可清单管理，
425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
单管理。在 11 个领域发布 61
项“揭榜挂帅”重点改革任务，
两项工作被省政府办公厅列为

“揭榜挂帅”事项。开展“审管
联动”试点，打造审批、监管、执
法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和业务联
动协作综合载体。推出 76 条

“暖心告知”“准点即办”“静默认
证”事项清单，推动政策“免申即
享”“直达快享”。组织召开优化
营商环境系列新闻发布会14场，
荣获全国政商关系清白指数榜单
第8位。推动《滨州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正式公布施行。深化
开展“六个一”暖企服务行动。组
织24个市直重点涉企部门249
名县级干部帮包599个企业、148
个重点项目。

牵头督办197项民生实事落地
市政府办公室

2022年，市发展改革委承担
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事项23
项，本部门重点工作21项，民生实
事1项，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目
标。

牵头实施“周预先分析、月整
体调度、季全面研判”经济运行调
度督导机制、市级领导“1+5+N”
帮包责任制，常态化调度、督导、指
导全市经济运行工作。牵头制定
出台我市三批134项“稳中求进”
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以及专项政
策措施，全年为市场主体减税降费
超120亿元。

创新实施“五张清单”重点项
目推进机制。648个省市县重点
项目超时序完成，年度投资超
1300亿元，省级重点项目年度计
划投资完成率列全省第1位；固定
资产投资连续22个月保持两位数
增长。渤中19-6凝析气田Ⅰ期开
发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津潍高铁、
济滨高铁获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复
并开工建设，滨州机场纳入国家规
划。滨华碳三碳四、京博动能转换
综合体等百亿级项目陆续投产。
累计争取债券金额173.45亿元；
争取无偿资金超13亿元，有力支
撑21个领域、71个项目建设；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项目通过个数、
申请资金位居全省前列；农产品配
额争取继续保持全省第1位；争取
省重点项目121个。

2021年新旧动能考核列全省
第 1位，2022 年持续保持前列；

“四新”经济增加值、“十强”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保持全省领
先；推动7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全部
被认定为合规园区；5项典型经验
被省新旧动能办刊发推广。轻量
化铝新材料入选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实现“破零”；1个集群、3
家企业被新认定为省“十强”产业
雁阵形集群和领军企业。14家企
业被认定为省第二批产教融合型
企业。获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3
家。鲁北（滨州）盐碱滩涂地风光
储输一体化基地等建设全面推进，
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
模达到477.8万千瓦。

主动开展违背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问题自查自纠。我市作为全
省唯一地级市“全国民营经济联系
点城市”被推荐到国家发改委待
批。成功创建为省第三批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典型城市，成功入选第
一批省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培
育名单。我市11个案例被评为省
级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四比四赛”典型案例
并发文推广。节能、固定资产投资
等工作获全省表彰。获评省军民
融合特色基地数量列全省第 1
位。牵头承担的18项省市改革任
务圆满完成。

统筹做好民生商品和疫情防
控用品价格应急监测，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全年控制在0.9%以内。全
力保障煤炭、电力、天然气等能源
供应。大力推动居民增收，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3%，城乡居
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85以下。

2022年，市教育局牵头承担
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事项9项，承
担“12197”民生实事10项，各项工
作均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

开工建设中小学幼儿园 16
所，新增学位2.1万个。建设乡村
教师周转宿舍1772套。全市所有
高考考点完成升级改造。平稳完
成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在全省率先
实现“零证明”“网上办”。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到88.1%，
86 所幼儿园通过省级示范园验
收。发放（免除）学生资助资金
1.89亿元，资助学生20.3万人次。
农村小学生免费营养奶工程惠及
12.6万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压
减民办义务教育学位2.29万个，全
面完成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
作。

创建省级全环境育人试验区1
个、规范校7所，累计45万名中小
学生接受红色基因主题教育。省
级教育“强镇筑基”试点镇达到7
个。实施“强校扩优”行动，76个教
育集团覆盖全市义务教育学校。

“强科培优”“强课提质”行动平稳
起步。落实普通高中“公民同招”
和属地招生。夏季高考特招线和
一段线上线人数均实现新突破，清
北录取人数比上年翻一番。

滨州医学院滨州校区扩建项
目顺利竣工，本科新生数量创历史
新高。省市共建滨州学院顺利签
约。滨州学院更名，滨州理工学
院、山东康养职业学院筹建、滨州

职业学院升格稳步推进。各职业
院校与1052家国内外企业、71所
省内外职业学校建立合作关系，每
百万人口拥有高水平中职学校数
量位列全省第一。举办全国第十
届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
会，滨州成为“职业教育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试验区”。全省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实现“五连冠”。

在全省率先探索委托培养初
中起点师范生和本科师范生。
2022年委培师范生招生录取再创
新高。全市新招聘教师2030人，
引进各类人才 214 名，齐鲁名校
长、齐鲁名师入选比例均居全省前
列。持续开展“树师德、正师风”专
项整治活动。

在全国率先实现护学岗建设
“六统一”，“平安学校”创建和校园
综治工作，列全省一档第一位。实
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阳光行动，启
动建设滨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服务中心。“滨州校园足球”入
选省教育厅“致敬品牌·献礼二十
大”大型展示项目，14所学校被评
为首批“山东省中小学星级食堂”。

扎实开展解放思想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暨“在知爱建”
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全面从严治党
十大专项行动。全市聘任法治副
校长633人，所有中小学校实现全
覆盖。持续推进“双减”，课后服务
惠及35万中小学生。建立培训机
构“黑白名单”，673家机构全面实
现平台动态监管。

为市场主体减税降费超120亿元
市发展改革委

开建中小学幼儿园16所
市教育局

2022年，市科技局共承担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10项，

“12197”民生实事2项，全部按时
序进度完成。

成立全省首个实体化运行的
市级科创委，构建一体化推进科
技创新的“全域科创”大格局。山
东滨州开放式大学科技园先后与
中科院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1528万
元、成果转化交易额6.58亿元，入
选解放思想大讨论优秀成果。探
索实施首批产学研“揭榜挂帅”项
目7项。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首
次突破100亿元大关，成为全省
第7个研发投入过百亿的市；研
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49%，
列全省第1位；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研发活动占比达到65%，列全
省第1位。

开展科技服务“对标诊断”行
动。累计为277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发放“科技成果转化贷”406
笔、15.6亿元。全年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341家，高新技术企业总
量达到560家，增幅列全省第5
位。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1087家，增幅列全省第2位。累
计落实省、市两级高新技术企业
奖补资金3660万元。完成山东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工程34项。341家企业享受省、
市两级企业研发补助3404万元。

成立涵盖150家企业、研发
机构的滨州市科技创新联合会，
举办渤海科创汇等品牌活动 6

场，累计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597
项。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136.95亿元，博兴、邹平成功入选
山东省技术转移先进县。渤海先
进技术研究院汇聚7类1270项科
技资源，服务“十强”产业研发机
构127家。魏桥国科研究院7个
研发中心实现全链条运营，启动
25个科研项目，引进高端人才51
名。全市新建省级以上高能级科创
平台38家，总量达到389家。链接
科技部人才中心高层次人才资源
库，成功获批科技领军人才滨州创
新驱动中心。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
2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2人，1名外
国专家获“齐鲁友谊奖”，获奖等次
和数量创历史新高。

启动山东省“基于铝基的交
通轻量化”科技示范工程，打通从

“铝水—零部件研发制造—整车
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建立重大
科技项目储备库101项，争取省
级以上科技项目38项，获资金支
持1.2亿元，取得交通轻量化铝新
材料、人造编织血管等关键技术
突破。选派省、市两级企业科技
特派员108名，举办惠企培训50
余期。新申报山东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19项。3
家企业获评山东省科技领军企
业、17家企业获评山东省科技小
巨人企业。实施科技特派员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行动，培训指导服
务种养户2700余人次。开展专
家走基层、科普宣讲、科普讲座等
活动160余场次。

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首破百亿
市科技局

2022年，市工信局共承担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31项（其
中 牵 头 20 项 ，配 合 11 项）、

“12197”民生实事2项。我市入
选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
市；入选国家千兆城市，位列山东
省入选城市第1位；作为全省唯一
城市入选区域（城市）产业名片打
造计划试点城市；再次入选全国
先进制造业百强市，列第66位，较
上年前进12名。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
进。组织召开全市加快工业发展
推进大会，部署启动“工业立市、
实业强市”三年攻坚行动。2022
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突
破9000亿元，稳居全省第3位，增
速持续7个月保持全省第一。持
续实施“千项技改、千企转型”双
千行动，实施重点项目 409 个。
制定实施《工业节水三年行动计
划》，2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水效
领跑者。华纺股份全流程绿色
化技改项目入选“山东省绿色化
技改十大案例”，愉悦家纺智能
化改造与互联网纺织平台项目
入选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专项项目。规模以上工业亩均
税收、亩均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19%、51%。“智改数转”成效显
现，产业数字化水平居全省第4
位。超时序建设开通 5G 基站
5000个。培育5G行业应用典型
示范案例30个，6个典型案例在
全国全省推广。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坚实有

力。推动全市11条制造业产业链
发展，组织举办产业链对接活动9
场，达成合作意向100多项。组
织举办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轻量化铝新材料产业入选工
信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组织黄河流域织造创意
设计大赛、碳达峰碳中和纺织企
业高峰论坛。3 家企业上榜中
国精细化工百强榜单，2家企业
（园区）入选省化工产业智能化
改造标杆。加快工业企业二三产
业剥离。

工业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魏桥创业集团连续11年入选
世界500强，蝉联山东民营企业
榜首；京博控股集团等9家企业入
围山东民营企业100强，资产总
额列全省第1位；16家企业荣登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单。制定
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三年行动计划》，培育省级以上
制造业单项冠军 12 家，市级以
上“专精特新”企业 256 家。制
定实施《滨州市加快工业设计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培育市
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 74 家，市
级以上“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41家，入选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
124个。培育省服务型制造、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示范企业11家，入
选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数量居全
省第一位。开展标杆示范引领行
动，1家企业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揭榜单位；1家企业入选国
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2022年，市公安局承担的15
项重大决策部署、民生实事和6项
部门重点工作全部完成，社会治安
状况在全市2次基本公共服务群众
满意度测评中均列“六大领域”首
位，安保维稳指挥部两次荣立集体
一等功，市公安局被省委授予“全
省党的二十大安保先进集体”。

平安品质稳中向好。常态运
行“情指行”一体化实战化指挥机
制，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冬奥会、
各级两会等安保任务。完善立体
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息
感知前端数量突破10万路，1327
所校园升级“一键报警”系统。启
动社会面一级巡防勤务253天，21
组PTU快反机动队动中备勤。建
立平安类社会组织21个，派出所
全部实行“公调对接”，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1.5万起。严格危爆物品、
寄递物流等重点领域管理，督促整
改“九小场所”火灾安全隐患1.2万
起。深化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保持“双下降”。

严打整治精准高效。常态化
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压茬开展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等系列
专项行动，刑事发案数同比下降
2.18%，命案现案连续9年实现全
破，八类严重暴力案件破案率
97.5%，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挽回损失1.59亿元，打逃债专项
行动协助金融机构消除不良贷款
6.79亿元，重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

件破案率100%。建强新型犯罪研
究作战中心，国家反诈中心App
注册安装覆盖率突破70%，打击整
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实现“两降两
升”。“禁种铲毒”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

服务效能提档升级。创新高
级警长驻企服务，与我市78家海
外投资项目建立警务联络员机制，
城镇落户限制全面放开，60项业务

“一站办好”，107项服务事项实现
“一窗通办”，184项政务服务网上
办、“掌上办”，16项高频户籍业务
实现“不见面”办理。调整优化道
路停车泊位1.6万个，新增科目三
考场惠及群众8.5万人次，为群众
垫付道路交通事故救助资金863
万元，“警校家”勤务模式缓解校园
周边拥堵，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
案办理考核满分，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满意率100%。

队伍素质整体提升。实施党
建带队建过程管控，打造特色党建
品牌71个，10个党支部获评市直
机关五星级支部，8个集体和个人
被命名为全省公安机关党建带队
建“红旗单位”“示范单位”“红星个
人”。成立全省首家辅警学院，5个
集体、24名民警荣获省级练兵标
兵，52名民警入选齐鲁公安英才
库，警务协作、交所合一等警务机
制改革在全省推广，248个集体、
1064名个人受到表扬奖励，4个集
体、6名个人获全国性荣誉表彰。

滨州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推进平安品质稳中向好
市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