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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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承担市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牵头任务10
项、民生实事11项，本部门重点工
作2项，均圆满完成目标任务，35项
工作经验被省级认可推广。

城乡建设“强基础”。着力提
升城市能级，主城区100个城建
项目完工投用，其中15条“断头
路”全部打通实现通车运行。制
定实施《滨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办法》，新增市城区海绵城
市面积12.2平方公里。全市新增
集中供热面积404万平方米；实
施天然气橡胶软管免费更换惠民
行动，更换橡胶软管74.6万户；建
成运行60处水电气暖信视“共享
营业厅”，实现公用事业服务“一
站办好”。建立市级市政基础设
施信息化管理平台，市城区172
条道路、138座桥梁实现信息化
管理。市人民医院西院区建设任
务提前完成。

安居乐居“惠民生”。实施老
旧小区、棚户区、城中村“三大改
造”，完成老旧小区改造246个，
棚户区改造开工1575套、基本建
成4145套，城中村征收拆迁28
个，开工、续建共21个安置区，惠
及居民5.7万余户。完成清洁取
暖改造12.8万户、户厕改造2640
户、危房改造700户和1800个村
庄改厕规范升级。制定实施促进
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11条政策，成功举办首届房地产
线上交易会和线上购房节；省内
独创的乡镇安居工程建成 732

套；对581户群众发放住房租赁
补贴168万元。

勇立潮头“争先进”。全省率
先上线“全过程数字化图纸闭环
管理平台”，高标准完成省级全过
程数字化图纸闭环管理试点任
务。造价行业“全过程咨询服务”
省级试点实现破局开篇，试点项
目预计可节省建设资金约3000
万元、缩短工期180天。创新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验备案管理
平台”，实现全程网办、签章电子
化、部门共享，被《中国建设报》刊
登并列入“创新滨州我担当”提质
增效优秀案例。统筹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沾化区和邹平市分别入
选省级城市更新试点片区和试点
城市。沿黄地区省级城乡融合试
验区建设成效显著，绿色城镇化
等多项经验被省级印发。创新研
发“滨州市燃气安全管理共享服
务平台”，全市8834家餐饮企业
纳入平台管理。

奋楫前行“树品牌”。着力完
善“五位一体”物业领域综合治理
新格局，制定实施《滨州市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物业服务
整体覆盖率达到99%，“渤海红色
物业”品牌持续擦亮。积极推动
党建引领建筑业发展，牵头成立
建筑企业外出施工行业党委，年
度培育一级资质企业15家、二级
资质企业34家，吸引12家外地
企业落户我市。聚焦解决群众关
心的住宅质量问题，创新打造“先
验后收‘房管家’滨州模式”。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246个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市交通运输局全力
推进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
实，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24亿元，累计争取中央、省级交
通运输项目补助资金10.13亿元，
完成铁路货运量1580万吨、港口
吞吐量4768万吨。

发力重大项目，综合交通跑出
加速度。津潍高铁、济滨高铁先期
工程开工建设，进入全面施工新阶
段。北海货运铁路专用线、邹平货
运铁路专用线先后开通，中央环保
督察涉及铁路专用线整改工作圆
满完成。推进邹平铁路物流园等
重点物流园区建设，邹平物流园与
山东港口青岛港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山东港口（邹平）内陆港正式揭
牌。秦滨高速海域段、济高高速、
沾临高速先后建成通车，高速公路
新增通车里程124.87公里，通车
总里程达491.4公里，主城区形成
东接沾临、西通长深、北联东吕、南
达高广的“高速环城”发展格局，我
市全面构筑起“四横两纵”高速路
网。高商高速开工建设，年内完成
投资7.17亿元；庆章高速初步设计
取得批复，开工在即；沾临至滨台
高速桓台联络线前期工作扎实推
进。同步推进国省道干线公路建
设，G340沾化绕城段建成通车；
G228丹东线滨州段顺利推进，争
取中央补助资金4.95亿元；G220
东深线滨州东营界至高清庄段等
8条国省道改建工程前期工作有
序推进。深入实施“四港联动”战
略，5万吨级航道及防波挡砂堤工

程初步设计取得批复。3万吨级
航道完成维护性疏浚。海港港区
8#9#泊位通过交工验收，滨州港
化工码头实现复工复产试运营。
小清河复航工程航道开挖、船闸主
体全部完成，博兴港区湖滨作业区
主体工程已完工，博兴港下游段于
12月30日试通航。

致力改善出行，民生交通实现
新跃升。本部门承担的6项民生
实事全部完成。实施直达主城区
21条城际公交半价优惠，三座桥
梁免收滨州籍小型客车通行费，
60周岁以上老年人、伤残、现退役
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未成年人半
价乘车等3项交通惠民工程。深
入实施“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
项行动，全市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710公里，路面改善1106公里，危
桥改造56座，重要村道安保工程
完成630公里，完成投资22.77亿
元，年度投资创历史新高，“四好农
村路”考核指标连续4年保持全省
第一方阵。

坚持先试先行，行业改革取得
新突破。创新海上安全生产管控
机制，推动实行营运海船包保责任
制，建立营运商船“一船一册”动态
台账。积极争创绩效考核试点，以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公务员平时考
核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试点为契
机，创新打造“五通一融”绩效考核
评价体系。聚焦公路项目资金“贫
血”问题，争取农发行政策性金融
支持，贷款总金额预计达103.4亿
元，融资贷款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2022年，市城乡水务局扎实推
进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实施水务项
目88项，完成投资51.31亿元，承担
的10项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
6项民生实事全部完成。

谋划涉水事务管理、水资源配
置、城乡供水、水灾害防治、水环境提
升、现代水网布局、融资建设运营等

“七个一体化”，编制出台《滨州现代
水网建设规划》《滨州市水资源综合
规划》等5个专项规划，确定五大攻
坚行动，推动开展“四水四定强引领，
五水并举谋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筑牢水网之“纲”，积极推进秦
口河、沙河等河道治理。织密水网
之“目”，实施沾化区水库连通、西
水东调等工程，改造韩墩、道旭等6
个灌区渠道180公里。打牢水网
之“结”，扎实推进滨源、利民、城东
3座水库新建工程，实施埕口、芦家
河子水库增容工程，对黛溪湖水库
进行提升改造。

扎实推进黄河水资源超载区
治理，连续两年不超引黄河水。健
全取用水管理、水权交易等制度，
严格落实非居民用水户超定额累
进加价制度，对10个园区开展水
资源论证。落实黄河流域节水控
水行动，推动出台《滨州市城市节
约用水条例》，创建节水载体 29
家，4个灌区获评“全国节水型灌
区”，数量列全省第一。

完成漳卫新河应急清淤清障工
程。编制落实《城市防汛应急预案》，
完善河道、水库预案27个。成功防
御小清河两次超历史纪录洪水和城

区5轮强降雨，特别是成功应对7月6
日超30年一遇强降雨。

建设“灌区灌溉一张图”，逐步
构建“引黄+引河+机井”灌溉用水
格局。开展“五个一”行动，在全省
率先完成473万亩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验收。实施西海、五海、南海
水质提升工程，对芦家河子、月湖
等3个水厂升级改造。完成1130
个村供水管网改造，全市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99.15%。在农村探
索推行“县级公司直管到户”和“县
级公司+乡镇供水服务中心”模式，
在城区积极推进二次供水改革。

扎实推进“两个清零，一个提
标”，4个县区和3个市属开发区实
现雨污合流管网整建制清零并通
过省级验收，完成3座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完成202个单位、小区
管网修复，清淤雨污水管网370公
里，新立河黄河五路以南22个节
制闸实现常提常清；实施徒骇河引
调水一期工程。设立1511个河管
员公益岗，河湖“四乱”问题动态清
零，创建10条149公里美丽幸福示
范河湖。治理水土流失29平方公
里，完成12条水系绿化。

开展安全生产、质量检查专项
行动。完成14项工程竣工验收，
质量评定合格率100%。11项工
程获评省级优质工程和文明工地，
获奖总数连续两年全省第一。坝
上闸荣获山东省工程建设“泰山
杯”一等奖，三里河闸荣获“优质结
构工程奖”，秦台水库等3项工程被
评为省级标准化管理工程。

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24亿元
市交通运输局

全省率先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
市城乡水务局

2022年，市农业农村局牵头
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13
项，协办9项，民生实事6项，已全
部圆满完成。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三农基
础更加稳固。粮食生产实现十七
连丰。全年粮食面积、总产、单产
实现三增。“菜篮子”产品供应充
足，预计全市蔬菜、果品、肉蛋奶
总产分别达到251.7万吨、78.9万
吨、93.1万吨，肉牛存栏量、出栏
量、屠宰量均居全省第一位。目前
全市预制菜制作企业达到670余
家，年产值445亿元。建成高标准
农田476万亩，无棣县获批创建高
标准农田整县推进示范县。新建农
产品产地冷库432个，数量居全省
首位。蓝色小麦育种实现新突破，
获6项国家发明专利，主要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9%以上。推
广小麦高低畦技术2万余亩。

三产融合深度推进，农业更加
高质高效。滨城区、邹平市获评山
东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
县。全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
到424家。无棣县获批创建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全市7个县市区实
现省级产业园全覆盖。沿黄大豆
入选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
市共有小麦、肉牛、大豆三个产业
入围，数量全省最多。惠民县淄
角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滨
城区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新建冬枣大棚3万亩，改良

“沾冬2号”2.1万亩；全面启动洼
地绵羊国家级保种场建设，建成

国内首个万头肉牛5G牧场。全力
打造“食域滨州”公用品牌，新增省
级知名农产品品牌6个。16家企业
签约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平
台，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乡村建设成效明显，农村更加
宜居宜业。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强化农业废弃
物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和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95%
和91.23%，无棣县被评为省级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县。2022年创建14
个美丽乡村示范片区、102个市级
以上示范村。全市累计打造市级以
上美丽乡村432个。2022年博兴
吕艺镇、滨城杨柳雪镇两个示范区
通过省级验收，目前形成了遍布全
市的齐鲁样板示范群。

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农民更
加富裕富足。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2022年全市各级投入衔接
资金3.6亿元；新识别纳入监测帮
扶对象276户、676人，风险消除
2539户、5118人，全市返贫风险实
现动态清零。全市脱贫群众人均纯
收入达到14500元左右。2022年
兑付耕地地力保护、棉花种植、农机
购置补贴7.7亿元。为4394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放“鲁担惠农贷”
26.8亿元。小麦、玉米、水稻参保
率分别达92%、90%、82%，超额
完成省定80%的目标任务。全市
土地流转率居全省前列；全市
5428个村全部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组织，沾化区构建乡村治理监
督体系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
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市海洋发展渔业局
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12
项、“12197”民生实事6项、改革

“破零”工程3项，较2021年增长
1倍，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多项工
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承接国家
级海洋资源委托代理、海域统一
确权登记2项试点；在全省率先开
展海洋牧场碳汇价值评估研究，
首创贝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两个县区创建为国家级水产
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自
主研发3个具有知识产权的对虾
品种；创建特色产业十亿元镇、水
产苗种育繁推一体化优势企业等
5项国字号荣誉。大力发展海水
淡化非常规水源，产能规模居全
省第3位；河口渔港管理等6项典
型经验全省推广，《对虾“135”分
级接续养殖》等两个成果入选全
国盐碱地水产养殖典型案例。

提升产业发展品质。加快建
设111个涉海重点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173亿元，32个项目超额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海洋生物医
药实现历史性突破；海工装备打
破国外垄断，国家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顺利推进，预计全年海
洋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双向
对接14家科研院所、28家涉海企
业，组建政研企科创联合体，打造
12个应用型科创服务平台。获批
创建市级重点实验室。建设5处
水产中试基地，制定9项行业标
准、12项授权专利，落地转化科研

成果32项。创建省级水产原良种
场7处，对虾苗种环渤海市场占有
率达50%以上。新建水产加工和冷
链物流基地7处、总投资15亿元。
强力发展水产预制菜，研发推出新
产品60余款。发展设施化养殖
200万平方米，对虾产量占全省
60%以上，联合中国渔业协会创建

“渤海贝仓”区域公用品牌。预计全
年实现渔业经济总产值220亿元。

强化要素保障力度。制定出
台《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用
海用岛政策指南》《促进渔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推进海域立体
分层确权，批复用海项目70宗，确
权海域面积9479公顷，同比增长
50倍。举办现代海洋产业云招商，
签订融资协议41亿元、授信392
亿元。全年争取省级以上渔业项
目资金2.5亿元，居全省第3位。

提高民生服务温度。派出技
术骨干驻企服务135人次，举办25
期养殖科技培训班。推广虾贝混
养、虾参轮养等5项新技术。连续2
年争取伏休期间毛虾专项捕捞。实
施生态环保惠民工程。加强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推进互花米草常态化
治理。首次举办黄河放鱼，河海湖
联动，放流苗种7亿单位。推进安
全生产体系化建设、系统化监管，落
实渔船管控四级包保责任制，建设
动态监控网络、海上救护驿站。推
出海洋观测周报预警分析、海洋
灾害风险提示2种新产品。加强
水产品质量监管，抽检合格率连
续8年保持100%。

2022年，市商务局承担市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事项20项，
其中牵头 14 项，参与 6 项；承担

“12197”民生实事1项；承担省级
考核指标6类15项，共计106.1分。

对外贸易创历史新高。外贸
实绩企业总数、贸易总额实现双破
千，连续入围“全国外贸百强市”。
2022年1-11月，外贸实绩企业总
数达到1014家，首次年度破千；贸
易总额达到1120.9亿元，超2021
年近百亿。跨境电商贸易额较
2021年增长近2倍；国务院批复设
立中国（滨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成功举办“跨境电商+特色
产业带”拓展活动等活动；小微企业
出口信保政策覆盖率列全省前三
位。阳信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通
过验收，博兴获评全省对外开放十强
县。组织270余家企业参加进博会
等展会，“一带一路”沿线及RCEP市
场贸易额实现529亿元。

利用外资实现量增质升。新
设 外 资 企 业 53 家 ，同 比 增 长
56%。预计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6.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07%。
组织参加上海进博会等重大外资
招引活动，富海兴电子设备制造等
一批重点项目成功签约，蒂森克虏
伯等外资企业与滨州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在省青岛峰会主会场签
约重点外资项目4个，滨州专场签
约重点招商引资项目20个。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制定出
台促进汽车、家电、零售、餐饮等行
业消费一系列措施，发放各类消费

券4876万元，拉动消费21亿元。
渤海七路省级步行街改造提升一
期工程完成，爱琴海购物广场、吾
悦广场等高端商业综合体正式营
业。省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0
个社区试点任务完成。开展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我市6个项目纳入
支持范围。邹平市入选省级“乡镇
商贸中心建设引领县”。

开发区实现联动创新发展。
推动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自贸
区青岛片区开展联动合作，成功复
制两项制度创新成果，联动青岛片
区完成“1210”首单测试，启动

“1210”保税备货业务。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入选省级外贸新业态
特色园区，博兴经济开发区获批建
设省级生态工业园。积极复制推
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全市
复制推广率86.77%。2022年 1-
11月，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4类9
项指标稳步提升。

电子商务发展迅速。2022年
1-11月，完成网络零售额189亿
元，同比增长64.3%，增速连续11
个月列全省首位。实施电商进农
村工程，国家级电商示范县建设有
序推进，惠民县完成市级验收，博
兴县通过省级绩效评价。滨州数
字经济产业园、姜楼镇数字经济产
业园、邹平数字经济产业园入选
2022年省级电商直播基地，长寿
花电商供应链基地、沾化冬枣数字
经济产业园、山东绳网全系产品电
商供应链基地入选2022年省级电
商供应链基地。

预计全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
市海洋发展渔业局

外贸实绩企业总数首次年度破千
市商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