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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全市住房公积金系
统重点攻坚工作突破力度成效最
大的一年，3件“12197”民生实事
和1项省对市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事项全部高质量完成。

全市新增归集人数5.39万人，
同比增长8.61%,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20个百分点；新增归集额突破
50亿元大关，达到52.73亿元，同
比增长23.79%,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9个百分点。突出扩大制度覆
盖扩面增额工作重点，持续开展扩
面攻坚专项行动，统筹“宣传＋执
法”工作，全年开展送政策送服务

“进机关、进园区、进企业、进社区、
进楼盘”活动510次，对经营效益
好、职工投诉强烈的5家企业多次
上门释法，推进开户建缴。积极推
进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缴存工作，新
增灵活就业人员2102人，完成计
划指标的105.1%。

多措并举支持职工住房消费，
提振市场信心，全年向市场投放资
金43.46亿元，带动9.69亿元商业
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支持职
工购建房面积57.23万平方米，占
全市住宅销售面积的17.35%。“降
首付、提额度”硬核政策接连出台，
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降至20%，额
度提高至60万元，二套房贷款首
付比例降至30%，额度提高至50
万元，落实国家生育政策，对多孩
家庭购房予以10万元政策倾斜。
支持租赁住房市场发展，阶段性上
浮租赁商品住房提取最高额度，出
台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政策，实施

商业住房贷款按月提取公积金。
持续提升服务效能，25项业务实
现秒批秒办，公积金领域内的政务
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理，有关
业务“7×24小时”自助服务全面
实现，帮办代办、上门服务、延时服
务成为常态；开发运营公积金网上
征缴系统，92%以上单位实现网上
缴存，逐步形成“网上办、掌上办、
移动办、全时办”体系。

贷款逾期率连续 19 个月为
零，资产优良率全省第一位。加强
合作项目审查管理，对拟合作楼盘
实行“银行+中心”双准入审核。
完善风控长效机制建设，制定归
集、贷款、提取业务流程及风险控
制操作规范，出台《住房公积金监
管服务平台风险处置工作细则》等
文件。强化违法违规震慑，联合公
安机关打击骗提骗贷行为。加强
资金管理，动态监测资金运行，确
保资金收益最大化。全年实现增
值 收 益 2.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68%。

建立“公积金＋银行”赋能企
业机制，联合中国银行在全省率先
推出了“中银滨州公积金贷”，为
35户小微企业授信超1亿元，已发
放普惠贷款5382万元；联合中国
建设银行滨州分行等4家银行，为
中小微企业授信8800万元。建立
人才住房贷款服务机制，创新开展
共有产权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积极探索推进服务迭代升级，在全
行业率先推动实施“航空式”服务
标准。

新增归集额突破50亿元大关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滨州仲裁办致力精
准服务，突出公信质效，狠抓业务
拓展，提升队伍形象，办案品质和
仲裁标的都有较大提高。全年共
仲裁合同纠纷443件，标的额14
亿元；受理涉及菲律宾籍当事人
的商事纠纷，涉外案件实现零的
突破；结案382件，连续七年保持
无被撤销和不予执行案件。

开通全新的网上立案服务，
实现市场主体仲裁立案“少跑腿”

“零跑腿”；成功试行“容缺受理”
模式，流程简化，立案效率进一步
提升；接入微信、支付宝等移动端
支付方式，更加便捷当事人交费；
实施“速裁速审”程序，完善《裁决
书核阅工作规程》，减轻当事人负
担。通过优化流程提质增效，当
日立案率达到100%、审限内结
案率达到96%，积存案件基本化
解完毕。

把“质量就是生命线”的办案
理念贯穿于案件全周期、各流程，
努力追求“无瑕疵铁案”；注重案
件源头化解，无一矛盾激化，未引
发新的信访案件。部分业主与房
地产开发商的群体性案件，人数
多、影响大，组织仲裁员提前介
入，熟悉案情、掌握诉求、归纳焦
点，精心研究制订工作方案，深入
细致做好化解工作，逐一稳步妥
善解决。树牢“企业的需求就是
我们的工作标准”“让企业和企
业家舒服”理念，不说“不行和
不能”，只求“如何行、快、好”，
改革传统方式，压缩办案时间，

适用特别程序，案件 30日内结
案率达100%，其中最快的从立
案到出具裁决结果仅用 4 天。
仲裁高效便捷的优势特点得到
企业广泛认可，合同仲裁签订
率显著提高，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案件、股权转让合同案件、买
卖合同案件的案件数量同比增
长 63%、15%、100%，金融案
件、买卖合同案件、股权转让纠
纷案件涉案标的额同比增长
56%、12%、192%。

深入企业基层等走访调研，
召集金融领域、“企业+金融”等
仲裁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各
方面意见建议，进一步改进工作，
提升服务，引导更多市场主体通
过仲裁方式处理经营中发生的纠
纷。创造性贯彻中央精神，积极
探索机制体制创新，尝试开设县
区分支机构，仲裁触角逐步延伸，
并以此为抓手，积极融入社区、乡
村等基层社会治理，助推基层治
理法治化。

调整充实第四届滨州仲裁委
员会组成人员，组织召开四届二
次会议，修改完善《滨州仲裁委员
会章程》，增加聘用在特定领域具
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特长的仲裁员
55人；制定《仲裁员考核办法》，
加强对仲裁员队伍的考核管理；
统一佩戴徽章，开展优秀仲裁员
风采展示活动，增强仲裁员的荣
誉感与获得感；组织仲裁员及办
案秘书培训活动，工作得到进一
步规范。

2022年，市政府研究室坚持
党建统领，赋能建言资政，秉持

“智研于专、忠诚于业”的工作理
念，各项工作任务稳中有进、进中
有为。

坚持以提高政治站位把准调
研方位。一是突出重点，调研课
题精细精准。确定了企业合规改
革试点、高铁片区建设、闲置低效
土地资源再利用等33项重点课
题，并高质量完成。二是紧贴实
际，调研报告保质保量。全年完
成调研报告41篇，9篇获市领导
签批11次，2篇在市级以上刊物
发表，6篇获市级以上优秀调研成
果。三是强化沟通，调研合作走
深走实。4次到省市调研基地开
展专题调研，配合完成省级调研
课题7项。

以工作高标准彰显服务高质
量。一是巧借外力，用心打造基
地建设。积极探索“国家、省、市”
立体化调研基地模式，全国“新工
业革命”固定调研点桥梁纽带作
用不断显现，撰写的《山东滨州高
端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报告》
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高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一
书。二是守正创新，用情助力决
策咨询。打造决策服务平台，及
时关注、精准解读上级最新政
策，编印《智慧+》（决策参考）48
期。讲好滨州故事，传递滨州
声音，编辑的《这里是滨州味
道》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肯

定；《品质滨州》组稿及排版设
计已完成，待最终数据确定后
印发。三是聚智赋能，用力推
动成果转化。《绿色低碳背景下
滨州市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路径研究》纳入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重点课题。《关于滨州市
服务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推动发改、商务等5部门出台《关
于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
知》等10项政策。

夯实组织建设是促进以文辅
政成效的有力措施。一是在解放
思想中汇聚党建合力。以思想大
解放推动咨政效率大提升，经验
做法在全市解放思想大讨论《工
作专报》上刊登推广。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举办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读书班，引
导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二
是在规章制度中集聚保障合
力。健全完善“三张报表”管理
制度，调整22个积分事项，用活

“积分报表”，激励先进，督促后
进，提升干部管理质效；调整10
项纪律事项，用好“纪律报表”，
防微杜渐，慎终如始，筑牢干部
思想防线；调整 5类风险事项，
用足“风险报表”，管控源头，规
避风险，拧紧干部责任发条。三
是在竞赛比武中凝聚工作合力。
精心打造“思享汇”学习平台，开
展活动29次，干部职工参加全市
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稿起草大
比武等活动8人次，先后6人次获
得优秀等次。

全年共仲裁合同纠纷443件
滨州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高质量完成33项重点课题
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2022年，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任务2项，本部门重点工作4项，
已全部完成。全年新入园企业4家，
获批省级科技小院1家、新型研发机
构1家，签订合作协议12项，引进新
品种48个，获批玉米新品种1个。

对上争取工作迈上新台阶。
作为全国入围的7家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之一，成功入选科技部优秀
科技成果“进园入县”行动，签约科
技部“绿色高效增值肥料转移转
化”项目。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家农
业科技园区，入围科技部农业种子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年行动，跻身
全国五大农作物种子示范主阵地。

良种选育工作取得新成效。
大力开展杂交小麦良种选育工
作。完成1200个杂交小麦组合和
1500个杂交种试验播种，收集小
麦种质资源2000份，筛选耐盐碱
材料60份。创新开展航天育种。
引进大豆、冬小麦、高粱等21个航
天新品种，开展218份航天育种材
料试验种植，1个航天大豆品种参
加省区试。“一年双季”藜麦取得突
破。与中科院合作，开展378份藜
麦种质资源种植试验，筛选出20
个适种藜麦品种，并克服天气、病
虫害等不利因素，成功选育2个

“一年双季”藜麦新品种。
盐碱地综合利用展现新作

为。探索“枣菌间作”新模式。开
展盐碱地种植羊肚菌技术研究与
示范项目，成功探索出冬枣休眠期
林下种植羊肚菌“枣菌间作”新模

式，目前已在沾化区进行实验性推
广。开展耐盐碱林果技术创新。
实施省级冬枣研发创新项目2项，
制定《冬枣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
程》等4项标准。生态冬枣项目获
得2022年度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与河北农大、一逸农林公司合作，
开展无絮柳树、杜梨、豆梨资源的
组培快繁，无絮柳新品种连续2年
荣获杨凌农高会“后稷奖”。实施
区域特色珍稀植物保护与扩繁项
目。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建

“滨州市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资源扩
繁基地”，开展16个珍稀濒危特色
野生植物资源保护。

产业集聚发展实现新突
破。落户彩色小麦引种示范及深
加工项目。开展彩色小麦高效栽
培试验500亩，推广种植2300亩，
建成年生产能力7000吨的彩色小
麦膳食纤维粉深加工生产线。建
成微生物发酵与功能保健食品实
验室。深入挖掘盐碱地藜麦、中草
药等特色产品潜力，开发“四锅一
池”续渣特色工艺，开展名贵中草
药微生物酿制实验和功能辅助食
品研发。签约蟾酥新药品项目。
在园区注册成立中蟾（山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野生蟾蜍驯化
养殖，提取蟾酥，打造蟾酥及衍生
产品的高值高效生态生产模式。
引入一年两熟葡萄新品种项目。
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达成合
作，引进5个一年两熟葡萄新品
种，升级改造园区29个果蔬温室，
打造一年两熟葡萄设施生产基地。

开展218份航天育种材料试验种植
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服务中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宵 通讯员 王晓燕 刘元元 报
道）1月17日，记者在惠民县2023
年“赶年集·游惠民”春节文化活
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春节
期间，惠民县将推出“黄河大集”
民间秧歌进城演出暨非遗好品展
销活动、第二届中国·滨州“传统
工艺”博览会、火把李庙会等多项
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备受
关注的胡集灯节书会也将重启线
下活动。

发布会上，惠民县文化和旅
游局负责人介绍了2022年群众
文化工作亮点和2023年春节文
化活动安排。2022年以来，惠民
县文化和旅游局充分发挥公共文
化服务职能，坚持以组织群众文
活动、繁荣群众文化事业为宗旨，
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多元、更加
便捷，为满足全县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了“文化力
量”。

据了解，2023年春节期间，惠
民县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
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
活动的新需求、新期待，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一是举办了群众小戏小剧展
演活动。腊月二十三小年当天，
在清河镇三八集广场举办了“黄
河大集”群众小戏小剧展演暨送
春联下乡活动，将“文化下乡+
带货+宣介”结合，让“线下大
集”做出乡土味、黄河味、文化
味。二是举办“黄河大集”民间
秧歌进城演出暨非遗好品展销
活动。2月 5日，将在惠民县城
孙武广场举办“黄河大集”民间
秧歌进城演出暨非遗好品展销
活动，通过“静态展览、动态展
示、活态展演”的方式，展现该县

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打造“黄
河好品大集”，让“非遗好品”走
进群众现代生活。三是多形式
开展线上公共文化服务。“黄河
大集”春节季期间，将通过组织

“非遗里的年味”线上展播活动，
让惠民非遗陪百姓过新年；采购
智慧阅读平台及电子图书资源
30000 册，通过智慧阅读小程
序，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
层、不同阅读偏好人群的多样化
阅读需求，春节期间，惠民县图书
馆面向市民正常开放；开展“兔发
奇想·玩转新年”春节看图猜成语
有奖活动和“玉兔呈祥闹元宵”元
宵节猜灯谜赢好礼活动，届时将
通过网络发布活动通知。四是
围绕胡集书会和惠民泥塑两大
国家级非遗项目开展节庆活
动。2月2日至2月5日（农历正
月十二至正月十五）在胡集镇举

办“赶黄河大集 品曲艺古韵”
2023年中国·胡集灯节书会，活
动以线下、线上形式举办。2月
19日至 21日，围绕“山东手造·
文塑滨州——赶黄河大集 赏多
彩非遗”主题，举办第二届中国·
滨州“传统工艺”博览会，活动期
间将举办开幕式、“振兴中华传
统工艺”专家论坛、第五届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孙
武杯”技艺大赛等主题活动；2
月 21 日（农历二月初二），将在
惠民县皂户李镇火把李村举办

“二月二”火把李庙会民俗活动。
同时，全县14个镇（街道）也

依托当地的特色年俗活动，推出
“村晚”、广场舞文艺演出、跑秧
歌汇演、吕剧专场演出、送福进
万家等活动，为全县群众送上节
日“文化大餐”，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

惠民县重磅推出多项春节文化活动
胡集书会将重启线下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贵 通讯员 娄滨阳 李卓群 报
道）近年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聚
焦“品质之求、精明之路、担当之
行”，以加快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
化、生态化”为导向，持续打造先
进典型，全市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取得显著效果。在近日山东省人
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表彰山东省
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单位的通报》
中，我市1家市直单位（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1家县直单位（阳信县
工信局）、3家企业（开元润丰、环
沃环保、金盛海洋）成功入选全省
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单位表彰名
单。

持续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
动绿色制造理念融入企业发展全

过程，以企业为主体，以标准为引
领，以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
供应链为重点，加强示范引导，
全面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2022年，我市成功推荐7家企业
入选省级第二批绿色工厂，2家
企业入选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
范企业。截至目前，我市共 23
家企业入选工信部绿色制造名
单，包括 18家绿色工厂、4家绿
色设计产品、1家绿色供应链管
理企业；4家企业入选工业产品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12家企业入
选省级绿色工厂。另外，我市还
涌现出了魏桥创业、京博石化、华
纺股份、滨化集团、鲁北集团、香
驰控股等一大批绿色循环发展标
杆企业，引领全市工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

持续加大对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行业规范企业的指导服务力
度，不断提升企业规范化运行水
平，促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
健康发展。其间，大力推广宣传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
术装备目录》《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引导工
业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关键共
性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推动
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生产；按照
废钢铁、废塑料、废轮胎和轮胎翻
新等综合利用等行业规范条件，
积极做好产业规范集聚发展，截
至目前，我市已有9家企业成功公
告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
企业。

聚力做大做强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建设园区、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以节能降碳
和绿色转型为牵引，鼓励企业实
施绿色化改造项目，加速推动中
欧循环科技产业园、创新年产50
万吨高品质再生铝、创源年产50
万吨再生铝等项目落地，建设世
界领先的再生铝循环产业基地。
其中，开展绿色化技改培训，年培
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000人次；
聘请省技改服务联盟专家深入县
市区，“一对一”为企业“把脉问
诊”，全力帮助企业解决“不想改”

“不会改”的难题。2022年，我市
共谋划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类工业
技改项目20个，涉及总投资64亿
元，其间积极发挥“技改小分队”
服务项目作用，精准服务项目建
设，以项目落地见效加快绿色化
技术改造步伐。

我市5单位
获全省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单位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