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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市机关政务保障中
心高标准完成本部门重点工作
27项，全力服务全市发展大局。
我市152家单位被国家发改委、
国家财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
授予国家级节约型机关荣誉称
号，承担省对市考核指标加分获
得满分，位列或并列全省第一。
整体工作持续位列全省机关事务
系统第一方阵，各项工作继续走
在全省前列。

聚焦绿色理念，深入开展机
关低碳转型行动。深入实施黄河
国家战略，落实“四减四增”行
动。公共机构节能成效显著。实
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
评估和通报制度，光盘行动不断
深入，餐厨垃圾规范化处理率
100%，在全省反食品浪费现场会
上作典型发言；不断深化节约型
机关创建，全市县级及以上党政
机关100%参与创建，已成功创
建276家。积极推进新能源新技
术应用。全年既有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26.8万平方米，3个节能案
例入选全省优秀示范案例。强化
绿色理念宣传。围绕节水限塑、
反对浪费、垃圾分类等，深入机
关、学校、社区主题宣教11次，覆
盖2万多人次。

聚焦改革创新，机关运行保
障集中统一管理走在前列。高标
准通过机关运行保障集中统一管
理省级试点验收，工作经验在全
省推广。办公用房管理全省领

先。坚持过“紧日子”思想，审减
2023 年办公用房维修项目 29
个，节省资金2044万元；严格审
批和招投标程序，节约维修改造
资金300余万元；继续向社会开
放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累计免
费错时开放停车位2579个。国
有资产管理实现新突破。联合有
关部门对市直公有房产及土地进
行调查摸底，排查低效闲置资产
103764平方米，划转土地7宗，
房屋14处。公务用车管理高效
透明。2022年共审批购置车辆
66辆，拍卖、报废处置113辆，调
剂使用5辆，节省财政资金92万
元。

聚焦品质提升，统筹推进服
务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党建统
领，着力提升保障品质。党建统
领聚合力。全面落实“过程党建”，
开展模范机关建设省市县“三级联
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促进共提
升；创新实施班子成员日巡查和重
要保障事项全过程带班制度，对重
大保障事项、安全生产等常态化巡
查，筑牢“一排底线”。服务保障
提品质。圆满完成市“两会”等重
要会议活动3000多场次，服务
15.4万多人次，出车2504台次，
安全行驶44万多公里。精准防控
稳大局。紧急时期，服务保障10
个地市，18家医疗机构，共2000
多人次，公务用车全时待命、随叫
随行，服务援滨人员做到了有速
度、有力度、有温度。

各项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前列
市机关政务保障中心

2022年，市投资促进中心承
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事
项 2项，本部门年度重点工作 4
项，全部高质量完成。

聚力创新体制，协同作战开
新局。一是机制创新激活力。构
建起科学顺畅、市县一体的项目

“招、落、服”及考核评价一体推进
工作机制。二是项目入库科学精
准。1—12月，全市新签约、新立
项 项 目 337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2716.82 亿元，其中，世界 500强
投资项目 11个、过 10亿元项目
60个。三是资金到位首破千亿
元。创新实施十大攻坚行动。
1—12月，全市实现市外到位资
金1016亿元，首破千亿元大关，
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聚力顶格战法，示范引领提
质效。一是顶格协调。市级领导
领衔挂帅重点产业链链长，对全
市19条产业链的32个重点招商
项目，明确由29名市级领导牵头
负责。二是顶格推进。11月中
旬，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赴海口、三
亚、深圳招商考察，5天行程，组织
三次主旨演讲，签约29个项目，
签约金额超过338亿元，创造了
招商引资工作的“滨州速度”。同
时，持续推进总投资10亿元的中
国海装漂浮式海上风电装备制
造、总投资15亿元的重齿风机齿
轮配套项目等。三是顶格落实。
1—12月，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队线上线下

招商94次，签约内资项目84个，
签约金额976.22亿元。

聚力专业提升，招大引强创
新绩。一是产业链招商成果丰
硕。依托重大活动平台，签约项
目 58个，计划总投资 572 亿元。
二是以商招商成效显著。全面开
展以商招商攻坚行动，魏桥创业
集团与软银资本、重庆小电天体
合作建设总投资50亿元的高端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创新
集团与海泰新能合作建设总投资
22亿元的2GW光伏电池片及高
效光伏组件项目；滨化集团与远
景科技合作建设总投资26亿元
的高端环氧树脂及锂电池人造石
墨负极材料等项目。三是路演推
介成绩亮眼。举办滨州市现代海
洋产业链云招商推介会等线上活
动5场，重点推进21个项目，涉及
总投资52亿元。

聚力重点突破，展现投促新
形象。重点区域新突破。驻京、
驻沪、驻深联络处在重点区域开
展对接洽谈210场次，促成了总
投资10亿元的佳化化学电池电
解液项目、总投资20亿元的人造
石墨负极材料二期项目、总投资
25亿元的深圳智佳电子主板及智
能终端等一批项目陆续签约落
地。品牌形象新突破。投促中心
全年对接洽谈四类500强、过5亿
元重点项目32个，新签约引进项
目 18 个，实现到位资金 42.6 亿
元，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2022年，市民营经济发展服
务中心承担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重点工作3项，“12197”民生
实事1项，本部门重点工作8项，均
顺利完成，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形成的“三四五”工作法获省工
信厅主要领导批示肯定，省级部门
单位发文推广工作经验13次，4项
工作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
批示，获评“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状”。

强化党建引领，夯实服务之
基。一是抓牢“过程党建”。牵头
组建“红色引领·服务暖企”党建联
盟，将“过程党建”融入服务民营经
济发展全过程。二是健全服务体
系。组建市县450名联络员队伍，
高效办理企业重点难点诉求1602
件，办结率99.4%、满意率99.3%。
三是加强对上争取。及时总结宣
传我市服务民营经济做法，省非公
经济领导小组9次推广我市经验、
列全省第1位。在全国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座谈会上代表我市作典型
发言，被省发改委推荐参评国家民
营经济联系点城市（全省共3个）。

强化靠前服务，助企纾困解
难。一是找准困难症结。持续开
展大调研大走访，深入企业一线，
访实情、解实困，3篇调研报告获优
秀调研成果奖。二是畅通沟通渠
道。每周举办市政府领导参加的

“政企同心·亲清茶事”活动，截至
目前，已开展5期，协调解决企业难
点诉求 17 项。三是维护企业权
益。开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

业账款专项行动，2022年以来，累
计清偿5000余万元，工作完成质
效列全省第一梯队。四是全力助
企纾困。开通24小时解困热线，
快速为滨化集团、魏桥轻量化项目
解决甘油原料入场、外籍工程师来
滨等困难，避免经济损失1.2亿元；
印发《切实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
力度任务落实清单》，帮助中裕、亿
利源等企业办理许可手续、争取奖
补资金和各类贷款累计1.3亿元，相
关工作获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强化氛围营造，厚植成长沃
土。一是弘扬滨商精神。印发《滨
州市优秀企业家表扬鼓励办法》，
表扬134名“金银铜”狮奖优秀企
业家。二是指导企业抗疫情保运
行。编制《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文
件汇编》电子书4本，推出政策速
递15期，开展企业遍访解决职工
返岗、交通物流等困难110余个。
三是筑牢家国情怀。6月单月实现
规上工业产值833亿元，为五年来
之最。

强化载体建设，打造滨州模
式。一是强化平台赋能。全方位、
多层次推广“惠企通服务平台”，注
册用户超10万。“打造民营经济服
务平台”入选2022年山东省新型智
慧城市优秀案例。二是释放政策红
利。指导800余家企业完成奖补政
策线上申报、涉及金额2000余万
元。三是推进“心安民营”。成立全
省首家民企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全
力打造“心安民营”滨州模式。

市外到位资金首破千亿元大关
市投资促进中心

“三四五”工作法获省推广
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孙连康 报道）近年来，京
博控股集团党委始终秉承“红色引
领 仁孝为脉”理念，坚持“爱党爱国
家”的至高信念，牢记时代使命，聚
力创新产教融合模式和提高科技研
发能力水平，将企业自身建设与党
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连，以党建引
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N1N 共育共创
命运共同体，提升创新孵
化能力

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校企联
融，京博控股集团党委提出构建
N1N共育共创命运共同体，建设了
一批具有行业特色、国内一流的教
学实训与科研转化基地。同时，积
极构建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政、
产、学、资”创新孵化共赢模式，提升
创新孵化能力。

在党建引领下，京博控股秉承
“为客户生产满意商品，为社会培养
有益人才”的使命，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产业、资源，不断探索产教融合新
路径，形成了京博N1N产教融合模

式。其中，第一个“N”，是指成为N
所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学实训与科
研转化基地；第二个“N”，是指促进
社会N个产业共融、共创、共享、共
赢；中间的“1”，是指打造一个平台，
也就是京博的产业平台。

在京博N1N共育共创命运共
同体构建过程中，集团党委坚持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结合，推动“产、教、学、习、研、
用”深度融合，推进学校、企业、老
师、员工、学生在“教学相长”的环境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自京博N1N
教学实训与科研转化基地运行以
来，已建成15个专业大类190多个
教学实训场景，吸引国内外100余
所高校的 7300 多人参加学训。
2021年，京博控股集团成功入选首
批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名
单，并成为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合作单位、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双百计划”优秀案例单位。

内外部资源高效联
融，实现辐射全国的科研
布局，助力高质量发展

为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京博控
股集团党委提出科技创新坚持“四
个面向”，致力完善智慧化科研管理
机制，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内外
部资源高效联融，形成高端人才培
育基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
术集成与转化基地，提高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

其间，京博控股坚持集科研生
产为一体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
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培养科研人才
队伍，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资源整
合、技术优化、产品升级，为行业转
型升级发展注入新动能。2000年，
京博成立技术开发中心；2003年，
京博获批首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008年，京博首个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落地；2011年，建设成立京博研
究院，并搭建起完善的研发体系。
与此同时，为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创新积极性，京博联合中国化学
会设立“京博科技奖”，用于表彰全
国范围内的行业佼佼者，3年来已
累计发放奖金1140余万元。

在重视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
依托京博研究院平台，京博控股积

极联融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
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开发、突破、创
新、转化。近年来，京博先后在北
京、上海、深圳、西安、济南等地部署
建设13个科创中心，与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工业
大学等高校共建了一批面向产业发
展的现代研究院和技术中心，实现
辐射全国的科研布局。截至目前，
京博已与国内外68家高校、科研机
构开展科研项目合作300余项，已
建立包含800余件专利的专利池和
2800余个商标的商标库。

随着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攻关，
一个个“卡脖子”难题被攻克。京
博控股集团子公司京博中聚，是山
东省内唯一一家生产丁基橡胶产
品的企业，在药用胶塞领域实现国
产替代，并为国内外多家企业提供
产品与服务；京博另外一家子公司
京博新能源，积极联融吉林大学科
研力量，研发出的新品燃擎92号
汽油综合节油率达到3%—5%，可
以使续航里程最多增加40公里，
对 应 的 车 辆 污 染 物 排 放 降 低
30%—50%。

京博控股：
科创与人才“双轮”驱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近日，邹平市文化部门举行
文化下乡活动，联合书画爱好者
到黄山街道崔家村送文化年货。
图为崔家村村民参观书画作品。

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为
村民书写春联和福字，同时把装
裱好的150余幅书法、美术作品送
到村民家中，营造浓浓年味。（滨
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董乃德 徐
思齐 摄影）

文化年货
送到村民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报道）近日，记者在市委宣传部
组织召开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22年全市共举办全民健
身赛事活动超4000项次，其中有
200余场国家级赛事在滨州举办，
对滨州城市品牌起到极大的推广
作用。

2023年，市体育局将坚持以
赛事促经济、以赛事扩影响，进一
步拉动城市消费，提升城市品牌。
创新打造黄河特色赛事品牌，举办
好滨州黄河风情带全国马拉松赛、
环滨州黄河风情带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滨州跳起来”全国跳绳大
赛、全国首届钓鱼大赛、“沿着黄河

去码头”全国自行车精英赛、中国·
博兴环麻大湖轮滑马拉松公开赛
等赛事活动。争取多项国家级赛
事落户滨州，承办好中国足协五人
制足球超级联赛、甲级联赛，全国
青少年手球、体操、田径等项目锦
标赛，第九届中国环渤海城市国际
象棋精英赛、华东乒协联盟乒乓球
精英赛等。积极承办和组队参加
省级赛事活动，承办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项目比赛，参加“百千万三大
赛”、“乐行春秋”线上线下网路健
步走比赛、“云走齐鲁”线上万人健
步走活动等省级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以体育为媒，搭建滨州交流宣
传的对外平台，促进滨州城市品牌
知名度再提升、再扩大。

坚持以赛事促经济、以赛事扩影响，进
一步拉动城市消费，提升城市品牌

今年我市争取承办
多项国家级体育赛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尹树芳 报道）近日，记
者在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市
城管局着眼提升城市品质与市民
满意度，强化“开放式管理、互动式
参与、全民式共建”理念，探索建立
了城市管理社会动员机制，鼓励、
动员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

在具体工作中，市城管局依托
各级城市管理数字化综合调度中
心，开发推广城市管理互动App
或小程序，搭建起“开放式”的管理
服务平台。2022年以来，共开展

“惠眼滨州”推介宣传活动12场，
关注量达到2300余人，完成便民

查询4100余人次，发现上报城市
管理问题310余件。

同时，深入推进“在知爱建”主
题实践活动与城市管理相结合，探
索建立“社区城市管理联席工作
室”和城市驿站，打造为民服务窗
口。2022年4月以来，深入开展城
市管理进社区活动，城市管理服务
延伸至全市269 个社区，覆盖率
达 98.2%；设立城市管理驿站29
处，累计处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9835件。

此外，积极践行“阳光城管”理
念，完善城市管理监督体系，充实
城市管理监督员队伍。2022年，全
市城管系统聘请社会监督员191
名，提出意见建议166条，协助发现
上报城市管理问题460余项。

滨州探索建立城市管理
社会动员机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梁连峰 郭宗梅 报道）近
日，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乡
村振兴局、山东社会科学院指导，山

东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主办的2022年
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评选活
动落幕，滨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荣
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特别奉献奖”。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山东省乡村振兴特别奉献奖”

强信心强信心 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