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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亿！山东外贸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

关于“攻坚克难奖”“勇于创新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攻坚克难奖”“勇于创新

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攻坚克
难奖”“勇于创新奖”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

一、“攻坚克难奖”先进集体

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章丘区黄河镇党委
青岛市公安局秋冬严打整治攻势指挥部
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监管二处
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开发建设指挥部
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党委
桓台县财政局
铁道游击队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党委
东营市公安局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专班
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党委
利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山东裕龙石化项目烟台推进工作专班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烟台市老岚水库工作专班
潍坊市贸促会
青州市谭坊镇党委
曲阜市尼山镇党委
济宁市任城区越河街道竹竿巷社区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房地产开发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整治

“7·9”工作专班
泰安市信访局
威海市精致城市建设办公室
威海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兰陵县装备智造小镇指挥部
临沂市高铁片区开发建设协调推进办公室
德州市“进解促”办公室
德州市生态环境局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聊城市东昌府区教育和体育局
临清市委组织部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平乡政府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
滨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菏泽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菏泽技师学院
山东歌舞剧院民族歌剧《沂蒙山》剧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浪潮K1研发团队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处
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

处（农民工工作处）
省委编办市县机构编制处
省财政厅税政处
省商务厅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工作专班
省扶贫开发办考核监督组
审计署济南特派办行政事业审计处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货币信贷管理处
山东银保监局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监管处
财政部山东监管局监管一处
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政治部

二、“攻坚克难奖”先进个人

褚洪泉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
闫明立 济南市槐荫区西站片区建设管理

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兴福街道党工委书记
何 宁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橡胶轮胎部副部长、工程师
刘京明 胶州市里岔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李建华 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党委书记
宋传伟 沂源县燕崖镇党委书记
彭开国 淄博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局长
王怀文 滕州市荆河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绥良 枣庄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党组书记
杨同贤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成 宾 广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局长
衣元良 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党支部书记
王军涛 烟台市芝罘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只楚街道党工委书记

孙 波 潍坊市奎文区委常委、副区长
赵继斌 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党总支书记
田其祥 山东寿光巨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春光 济宁城投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玉清 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党委书记
张 涛 泰安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党委书记
谭华东 泰安市园林绿化处公园管理所副所长
张海军 威海市南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
李吉光 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党组成员，海洋

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支队长
高明读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委员、商务局局长
刘树森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园管委主任
柴仕晓(女) 莒县小店镇党委书记
矫晓斌 临沂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一级调研员
陈亮春 临沂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项目

策划科科长
孙兴伟(女)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耿向东 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新旧动能转换综合
试验区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李桂发 德州市科协派驻禹城市辛寨镇
前贾村第一书记

胡婷婷(女) 德州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
支队科员

陈广友 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党工委书记、
四级调研员

肖陶恩 山东汇莘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山东莘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效敬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局长
马 龙 邹平市长山镇党委书记
马文健 阳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科），

内蒙古科右中旗副旗长（挂职）
张立军 滨州市沾化区黄升镇堤圈村

党支部书记
刘鲁慧 菏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科科长
张建国 东明县焦园乡党委书记
甘云建 巨野县柳林镇党委书记
高 斌 省委网信办网络舆情与应急管理处

处长、一级调研员
李宗刚 山东师范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主任
张庆胜 鲁商集团山东银座家居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德九 省农信联社滨州农村商业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

高贤忠 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
二级调研员

郭艳(女) 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
张蕾(女) 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
治理处副处长

李齐意 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挂职
泗水县中册镇峨湾村党支部书记

贾希文 山东省滕州监狱、山东省监狱党委
书记、监狱长

陈志强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三、“勇于创新奖”先进集体

国家超算济南中心项目建设指挥部
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青岛国际院士港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青岛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青岛市商务局投资促进处
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庄市公安局
枣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营市应急管理局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垦利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登海育种科研团队
烟台市“双招双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
济宁市重点项目挂图作战总指挥部
汶上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监察委员会
邹城市农业农村局
泰安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荣成市社会信用中心
威海市商务局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公安局
日照市城市管理局
沂水县委班子
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党工委
郯城县委组织部
德州市推进农村党支部领办创办土地股份合

作社办公室
武城县鲁权屯镇党委
东阿县公安局
冠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滨州市高端铝产业专班
滨州市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专班
无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鄄城县委组织部
菏泽市商务局
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栏目组
青岛农业大学农业机械装备创新团队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党总支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创新团队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
省委财经办区域与产业发展处
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实施减税降

费工作专班
济南海关综合业务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创新处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调度所
新华社山东分社总编室

四、“勇于创新奖”先进个人

耿汝年 济南市市中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鲁飞 济南市财政局预算处处长
周 飞 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兼

综合规划办公室主任
刘爱华(女)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魏志强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发展
中心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主任

王瑞波 平度市自然资源局专职组织员
左 杰 莱西市马连庄镇党委书记、四级

调研员
姜虎林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玉忠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四级高级法官
赵彩霞(女) 淄博市周村区丝绸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
王广部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一级调研员

殷娜娜(女) 枣庄市委组织部考核办主任、
一级主任科员

张忠伦 中建材科创新技术研究院（山东）

有限公司院长
徐云亭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崔秀丽(女) 东营市河口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程仁策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伟杰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冷晓燕(女)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

大海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永胜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新杰 潍坊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六大队

副大队长
田 彬 山东等闲谷艺术粮仓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靳 灿 微山县昭阳街道爱湖村党支部书记
杜振新 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经理
鄂宏超 肥城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公安局局长
刘欣(女) 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花园社区

党总支书记
李 波 泰安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
殷敬华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徐海明 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

别程远 安泰实业（山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 飞 山东丰沃集团董事长
陈相林 日照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
王志中 临沂临工机械集团董事长、山东

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军 山东百多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魏凯章 平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静(女) 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政务服
务管理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局长（主任）

赵 君 聊城市茌平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
局长

刘曰兴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红霞(女)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秋玲(女)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所长
张洪领 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党委书记
董 蒨 青岛大学医学部副部长、附属医院

院长
张修国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郑庚修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杨尊献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丽梅(女) 山东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集团

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主任
綦 琳 省大数据局电子政务处处长
狄 波 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制度

创新处处长
李新华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

研究员
王巨新 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中共

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张忠杰 省委军民融合办创新发展处处长

如对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或发现
存在影响表彰的问题，请在公示期内向省
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
告知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
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公示期间不予受
理。

公示期限：2020年1月16日至1月21日
受理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00

-5:00
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

访工作办公室
通讯地址：济南市纬一路482号
举报电话：0531—12380
邮政编码：250001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2020年1月16日

□记者 马海燕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 一盒用来治疗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常用药物波立维，
原来的价格是108元，去年我省16市启动
联合带量采购，这盒药降到了17元多一
点，医保报销后，个人只需花几元
钱……过去一年，省委、省政府把医疗
保障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系列
医保改革和惠民便民政策措施落实落
地，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月15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
会，发布2019年落实省委、省政府医疗
保障工作部署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2019年，全省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569 . 6
万人和1 2 9 8 . 8万人，医保参保率达到
95 . 2%，较2018年提高1 . 2个百分点；全省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总支出1425 . 8
亿元，同比增长8 . 8%；平均每天通过医
保信息系统结算60万人次、结算费用4 . 3
亿元。

去年以来，山东城乡居民医疗保障
筹资水平、待遇水平、制度体系等都得
到了较大提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苯丙酮酸尿症患者、脑瘫儿童、孤独症
儿童、唇腭裂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等社会困难群体得到了有效保障，其相
关医疗费用和项目经费纳入医保范围，
这也是落实省委确定的20项重点民生实
事的重要举措。”省医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宁波介绍说。

医保扶贫攻坚战成效也是十分明
显。全省323 . 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含
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四类人员”参保率由2018年的96 . 7%提
高到99 . 2%。其中，贫困人口大病保险最
高可报85%，并取消封顶线；贫困人口
使用大病保险特效药不设起付线，报销
比例由40%提高到60%，最高报销20万
元；对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机
构减免“三重保障”后，需个人承担的
费用给予不低于70%的医疗救助；对经
各种保障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超过
5000元的部分按70%给予再救助。下一
步，我省将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100%全覆
盖，确保不因大病致贫返贫。

看病贵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去年
在降低群众就医负担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16市全部建立药品耗材采购联合体
并启动联合带量采购工作，实现了降低价格、同城同价的目
标。

据张宁波透露，今年省医保局将落实好国家组织第二批
带量采购结果，第二批33个药品包括降糖药、降压药、抗生
素等老百姓常用药，还有一些价格较高的抗癌药、罕见病
药，降价结果近日即将产生，预计4月份在我省落地。

另外，省医保局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加快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发挥省级“团
购”的优势。例如，对于高血压、糖尿病“两病”药品，在
纳入医保报销50%的基础上，通过带量采购降低价格，让老
百姓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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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根据《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现对高杰同志进行任前公示。

高 杰，男，汉族，1963年3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日照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拟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

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
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反映
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对线索不清
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公示期间不予受理。

公示期限：2020年1月16日至1月21日
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
受理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
举报电话：0531—12380
通讯地址：济南市纬一路482号
邮政编码：250001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2020年1月15日

山东省省管干部

任前公示

□记者 代玲玲 孙源泽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 山东外贸取得了

一份超乎预期的成绩单。记者从省政府新闻
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据海关
最新统计，2019年，山东外贸进出口总值实
现2 . 04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2万亿，比
2018年增长5 . 8%。其中，出口1 . 11万亿元，
增长5 . 3%；进口9290 . 6亿元，增长6 . 4%。

据青岛海关副关长石勇介绍，2019年，
全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 . 4%、
5%和1 . 6%，山东省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
分别比全国高2 . 4个、0 . 3个和4 . 8个百分点。

放眼全国，山东“稳外贸”成绩也可谓
十分亮眼。石勇表示，“2019年山东省进出
口总值居全国省市第六位，占全国进出口总
值的6 . 5%，比2018年提升0 . 15个百分点。”
在外贸前六位省市中，山东进口增速居首
位，进出口增速仅次于浙江居第二位，出口
增速低于浙江和北京居第三位。

纵观世界形势，过去一年我国外贸发展
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世贸组织将2019
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近10
年来最低水平；“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指
出，各国2019年前10个月推出的促进贸易和
投资政策措施出现7年来最大降幅。

压力之下，2019年山东外贸为什么能不
降反升？除了千百万外贸企业努力自救外，
石勇认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同时，我国出台了一
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出台了规模
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这为山东外
贸稳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石勇认为，山东经济拥有强大的韧性、潜
力和回旋空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山东外向
型制造业体系较为齐全，家电、电子、钢铁、轮
胎、化工、纺织等多个行业都已深度融入国际
市场，大宗商品进口和农产品进出口特色优
势明显，有力推动了全省进出口稳定发展”。

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省主要商品
出口保持稳定，在商品结构上，机电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占据较重份额，出
口分别增长4 . 5%、6 . 1%和7 . 3%，分别占全省
出口总值的37 . 4%、19 . 5%和11 . 1%。

同期，外贸新兴业态保持快速发展。跨
境电商进出口保持增长态势，网购保税和跨

境直购合计进出口29 . 6亿元，增长7 . 5%；市
场采购出口186 . 2亿元，增长1 . 5倍；46家省
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进出口464 . 5亿元，增
长15 . 6%。

更能反映外贸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的，是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大幅增长。近年来，
在品牌强省战略引领下，山东外贸品牌建设
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的重要增长点。2019年，山东自主品牌出口值
2614 . 8亿元，同比增长14 . 2%，占全省外贸出口
总值的23 . 5%，较2018年提升1 . 5个百分点。

在外贸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同时，山
东外贸“朋友圈”也出现微妙变化。值得注
意的是，东盟取代美国成为山东第一大贸易
市场，美国降至第四位。2019年，山东省对

东盟、欧盟、韩国、日本和巴西进出口分别
增长15 . 2%、9 . 5%、0 . 9%、2 . 8%和19 . 9%。

同期，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总值6030 . 9亿元，增长15 . 9%，高于全省
整体增幅10 . 1个百分点，占全省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29 . 5%，占比提升2 . 6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增长16 . 3%，进口增长15 . 3%。

又讯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
发布会上获悉，2019年我省农产品进出口总
额达2308亿元，比2018年同期增长8 . 1%。其
中，进口1073 . 5亿元，为近5年来新高，增
长9 . 1%；出口1234 . 5亿元，增长7 . 3%，再创
历史新高，连续21年在全国各省市位居第一
位。农产品出口值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22 . 8%，比2018年提升0 . 8个百分点。

青岛市南区居民

家门口可办55项服务事项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家住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道台西社区的

居民徐延福到社区更换老年证，从社区工作人员受理资料，
到制作证件、塑封，只用了10分钟。73岁的徐延福说：“以
前一个礼拜办不完，现在立等可取了，便民利民暖人心。”

以前换证，需要层层提交材料审核，还要统一办理，更
换一次，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八大峡街道六个社区为居民
提供一网通服务，救助、养老、计生、残联等55项为民公共
服务事项，实现“就近办、错时办、温馨办”一站式办理。

如今，市南区撤掉了街道办事处层级的服务大厅，在居
民社区推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模式试点，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可以办理为民公共服务事项。同时，市南区行政审批
大厅推出“互联网+微信”取号、零收费代办帮办、无差别
一窗办理等服务，提升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一次办
好”成了越来越多企业和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源泉。

从层层审核到“一次办好”，从7天到10分钟，让居民
从少跑腿、零跑腿中感受暖意，这是市南区深化街道社区管
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全面就位，社区党委和社区工作站全
部实体化运作的结果，是市南区“暖市南”服务提效建设的
一个生动的事例。

“暖”在市南，治理有方。市南区出台一系列“暖政
策”，推行一系列“暖举措”，创新一系列“暖服务”。连
续三年，为所有处在辖区范围内人员的人身安全、所有居民
住房及其相关财产购买社会公众安全险，构筑起政府出资买
单、群众免费受益的普惠型、无差别的社会风险预防化解保
障机制，使社会公众安全险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共受理赔付2681起，赔付金额769万元。开展
“十大品牌调解室和十大金牌调解员”创建活动，建成“智
慧调解”系统，调处矛盾纠纷1991件，矛盾纠纷调成率达到
100%。在全省率先实施“红色物业”工程，以党建为引领，
构建了由社区党委牵头，由居委会、网格党支部、业委会和
物业服务企区治理“同心圆”，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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