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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020年，滨州市调整优化“10＋

5”招商专班，落实“指挥部+专班”和“五个一”项
目推进机制，组织开展儒商大会、渤海科创大会、世
界500强连线和党政主要领导带队招商等系列活动，
推动魏桥轻量化基地、美国空分等一批产业链大项目
落地。1至12月实际到位市外资金突破600亿元；实际
到账外资4 . 3亿美元，同比增长98%，获得省级奖励资
金150万元。

去年，滨州市推进原油、大豆、铁矿砂、板材等
重点产品回流和新增70余亿元。参加网上广交会、进
博会等展会，签订订单额近30亿美元。1至11月，全
市实现进出口729 . 8亿元，稳住了基本盘。其中，出
口增长3 . 2%，有外贸实绩企业达到730余家，新增实
绩企业120余家。

推动省级以上开发区内设机构数量由186个压减
为66个，精简65%，人员精简65%。1至12月，省级以
上开发区市外到位资金400亿元，同比增长51%；实际
利用外资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海勇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实施，

对小额继承公证作出了新规定。近日，鲁滨公证处办
理了滨州市首份小额继承公证书。

市民张先生的老伴于2021年1月在一场交通事故
中去世，遗留银行存款9万余元。张先生去银行支
取，被告知需要办理一份继承公证。公证员了解
到，张先生配偶的父母健在，两人还有一对子女，
公证员帮助张先生填写了《亲属关系证明表》及其
他需要提交的资料，同时询问对此遗产有无继承人
表示放弃。张先生称，由所有继承人一起继承。因前
期有了良好的沟通和准备，张先生于当日上午取得了
公证书。

据了解，《民法典》实施后，对于小额继承公证
事宜，首先要分析其继承人的情况，是否存在《民法
典》第1128条的情况，即无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
位继承中，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
代为继承的情况，也就是大家热议的侄子、侄女、外
甥等存在继承的情况。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月14日，记者从滨州市国资委获

悉，2020年，滨州市将原来的35户市属企业重组整合
为8大企业集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有效激发了
内在动力和创业激情，经营效益大幅提升：截至12月
底，市属企业资产总额682亿元，同比增长29%，净资产
288亿元、同比增长38%；实现净利润9 . 55亿元，是2019年
同期的88倍，预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3 . 34亿元，是
2019年的61倍（含市属企业公益性资金支出）。

去年，市属企业集团积极承担了30项市级重点项
目、重大工程，共投资10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4%，
其中投资33亿元的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一期）按期完
工，投资58亿元的市直棚改工程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30%，投资1亿元的西外环大中修工程提前25天竣工通
车；承担80多亿元重大交通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任务，
其中沾临高速13亿元、济高高速2亿元、济滨高铁（滨州
段）30亿元、京沪二线（滨州段）36亿元。

去年滨州实际到位

市外资金突破600亿元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月14日记者获悉，近日，省生态

环境厅向滨州市委、市政府发来喜报，祝贺滨州市三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圆满收官。

据了解，截至2020年底，滨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在7个传输通道城市中优良天数比例最高、
PM2 . 5平均浓度最低；省控以上地表水断面全部达到
水质管控目标并消除劣五类水体。超额完成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任务。生态文明创建成果丰硕，惠民县被命
名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博兴县被命名为省级“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沾化区被命名
为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区, 是全省本年度生态文明创
建成果最多的市。

在全国率先开展“环评与排污许可全打通”工作
试点、彩涂板行业PM2 . 5与臭氧协同治理，得到生态
环境部肯定。滨州市生态环境局荣获“绿色中国年度
人物（集体）”提名奖，是该项活动举办10届以来全
国唯一获奖的地市级生态环境局。

滨州全面打赢

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

滨州市首份小额

继承公证书开出

2020年市属企业

实现净利润9 . 55亿元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8天引进15个项目，深圳客商感叹———

滨州人干出了“深圳速度”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尚应亮 刘沙沙

“以前，村集体没有什么企业，收入有限，
想给村里干点事也因为没有资金而犯难，一味
地等靠要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想办
法，壮大村集体经济。”谈起村里的乡村振兴之
路，博兴县吕艺镇贺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秦玉军感慨地说。在吕艺镇党委、政府帮
助协调下，贺家村把目光投向了本村的山东百
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寻求合作。“县里协调了
专项扶持资金，以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参与，村
集体每年拿9%的收益金。”山东百玉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晓庆说。

与大企业合作，让吕艺镇示范区尝到了以
企助建、以业兴农的“甜头”。据吕艺镇党委书
记祁巍介绍，该镇示范区将17个村的近4万亩
土地，分期分批流转给博华农业、深圳百果园
等农业龙头企业，投资10余亿元，规划建设农
林种养示范区、农林科普观光区和农副产品、
投入品加工区，成为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
典范。

近年来，滨州市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
区创建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引擎，积极
探索、大胆实践，省、市、县三级联创，3个省级、
7个市级、14个县级示范区扎实推进、全面起
势，打造了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乡村振兴实
现路径和模式。

“我们将示范区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积极打造一区一业、一村一品，提升农业
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滨州市委农办主任、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成江说。

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增收是关键。阳信县
水落坡示范区的吴家坊村，将肉牛养殖产业和
食用菌种植业相结合，形成了“特色种植→肉
牛养殖→牛粪回收→食用菌种植→废料回收
→有机肥加工→特色种植”的生态循环产业链
模式，村民年人均增收3万元，村集体年增收
100万元以上。

群众增收，产业发展是支撑。滨州市加大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滨州市通过财政资金
引导、项目捆绑投放、社会资本注入等途径首
先破解建设资金难题。滨城区杨柳雪、博兴县
吕艺和惠民县麻店三个省级示范区，市级财政

投入6000万元，累计带动社会投入26 . 24亿元，
共推动实施项目57个。

“目前全市形成了以中裕为代表的小麦加
工，以西王为代表的玉米加工，以魏桥创
业、愉悦家纺为代表的棉纺加工，以香驰为
代表的大豆加工，以鸿安、亿利源为代表的
畜牧加工，以渤海水产为代表的渔业加工等
一大批优秀龙头企业集群，带动了全市90%以
上的粮食、棉花和畜禽进行加工转化增值，
全市农业产业化市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
到396家。”滨州市委农办秘书科科长高立逸
介绍。

同时，滨州市积极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农
产品加工、销售，拓展合作领域和服务内容，截
至2020年底，全市农民合作社达到9049家，全年
实现销售收入35 . 18亿元，盈余总额6 . 07亿元。
全市家庭农场达到2668家，家庭农场经营的土
地面积达到31 . 2万亩。

结合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滨州市还将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农村污水治理、田园综合体创建、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涉农项目统筹集中在示范区内
实施，充分发挥了资金和项目的集聚效应。

“这一片以前都是破屋，现在建起了漂亮
的篮球场。大人看孩子来这里玩，学生们放了
学能打篮球，晚上能跳广场舞，大伙儿都很高
兴。”55岁的惠民县麻店镇示范区孟家湾村孟
昭云高兴地说。这个村先后投资17万元，在村
中心拆除3户废旧房屋后腾出的土地上建成了
占地800平方米的健身篮球场，乒乓球台、健身
器材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

齐鲁样板示范区建设，滨州市始终坚持不
堆“盆景”，不搞形象工程，不刻意追求“面子”，
精雕细刻“里子”：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95%以上，农村无害化厕所覆盖率达到94%
以 上 ，完 成 生 活 污 水治理 村 庄 比 例 达 到
45 . 97%。大力实施废旧房屋残垣断壁“清零行
动”，拆除废旧房屋3 . 04万户、清理残垣断壁1 . 1
万处，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

乡村振兴，文化铸魂。滨城区杨柳雪示范
区依托红色资源优势，建起怀周祠及杨柳雪不
忘初心党性教育基地，如今杨柳雪已经成为滨
州市乃至鲁北地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累计接待党组织3265个，培训党员64825人次，
普通访客突破13万人次。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支撑，打造一区一业、一村一品———

滨州：精雕细刻乡村振兴“里子”

■滨州看攻坚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020年，滨州市立足城市品质提

升，5项攻坚任务圆满完成。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38
个，惠及4 . 32万户居民，改造数量全省第一并率先完
成，赢得群众广泛认可。

2020年，滨州市棚户区新开工5612套，新开工率
100%，基本建成2025套。实施农村危房改造2517户，
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完成24 . 74万户。

实施124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打通“断头路”
15条、“断头桥”4座，完成41项路口改造、5项排水
防涝改造和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高质量完成黄河
大道景观提升等17个黄河生态保护工程项目，大力推
进黄河植物园建设。市城区南部污水厂提前2个月完
工试运行，完成9条道路和210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7 . 84%。

滨州老旧小区改造数量

全省第一

□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刘清春 钱杰

寒潮刚退，在《春天的故事》诞生地深
圳，15家电子信息企业集体与滨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签约，它们马上要从南国来到黄河岸
边（本报1月14日一版报道），滨州打响了新
年招商第一炮。

此次与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约的15家
企业同属电子信息产业，都是科技含量高、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深圳发展十几年的高
科技企业，产品远销海内外。此次签约的总
投资25亿元的利恩光学和哈工电子等15个项
目涵盖了手机整机制造、医疗电子产品、智
能穿戴、蓝牙耳机、智能蓝牙音箱等产品门
类。这些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9亿元，
年税收1 . 3亿元以上，增加就业岗位2000个。

这支特殊的“兄弟连”为何选择滨州？
又为何组团而来？

一件“小棉袄”背后的故事

2020年12月30日下午3点，在济南遥墙国
际机场，10余家深圳企业的老总刚下飞机，
就被登机桥缝隙里钻进来的寒气吓了一
跳——— 前一天刚停了雪，温度约零下10摄氏
度。他们心里嘀咕：山东比预想冷多了，目
的地滨州更靠北更冷，咋办？

接机处，滨州人带来的不只微笑、握
手，还有特殊的见面礼——— 一批新买的羽绒
服。赶紧穿上，个个合身，不笨重很利索。
老板们没一个摘新衣上的标签——— “用完归
还啊，回深圳肯定用不到，别浪费啊”。于
是，参观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魏桥国科研

究院、轻工电子标准化厂房等，参加座谈
会、晚宴，老总们都是带着标签出入，成为
一景。

负责接待的同志只好来回提醒：“这衣
裳是送给大家的。这薄款的轻羽绒在深圳的
冷天也用得上，它是咱滨州最大的棉纺织企
业魏桥创业集团新出的品牌向尚运动产品，
您多穿几次，就是替我们滨州在深圳作宣
传……”

深圳客人组团来并非偶然

近年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企业
布局园区化、产业发展集群化，聚焦做大做
强主导产业，高起点规划建设了科技产业
园，一期15万平方米轻工电子标准化厂房及
配套楼六个月完工，二期10万平方米已启动
建设。

为积极做好轻工电子标准厂房招商工
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抢抓深圳产业转移
机遇，与深圳有关公司密切合作，成立联合
专业招商团队，积极联系对接。

2020年12月16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王广忠带队赴深圳，与当地有关
企业对接；12月22日，企业家代表余总来滨
现场考察轻工电子标准化厂房和渤海科创
城，当晚就敲定招商合作协议；12月30日，10
多家企业老总现场考察，并交流对接，详细
了解相关政策；2021年1月10日，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佘洪烈带
队到深圳，每个项目挨个考察、洽谈，1月12
日正式签订合同。

28天，引进了15个项目！签订合同的企业
家们感叹：“你们滨州人干出了‘深圳速

度’。”

“兄弟连”为啥选择了滨州？

签约企业家代表余总介绍，这15家企业
之所以选择滨州，一是为降低成本，抢抓产业
转移机遇；二是基于滨州务实高效的营商环
境、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职业教育的人才优
势，特别是科创城产学研一体科创优势，这15
家企业整体搬迁、互为依托、抱团发展、聚集
进驻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园轻工电子
标准化厂房，将在滨州打造一条崭新的电子信
息产业链。

滨州紧邻京津，又靠近日韩，有可能成
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双循环的核心节点。滨
州有港口、有机场，眼下从沾化大高就能直
飞北京了。滨州港获批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是济南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最近的出海通道，
海运优势会极大降低物流成本。滨州的高铁
时代也要来了，济滨高铁、京沪高铁二通道
将让滨州形成1小时到北京、3小时到上海、
25分钟到济南机场的高铁交通圈。

对此，深圳利恩光学有限公司董事谭又
维进一步分析，这意味着滨州辐射的国内市场
体量大，距离上下游厂家和消费者更近，有利
于企业家抢占电子信息产业国内大循环起势的
好机遇；而日韩是全球轻工电子的龙头，目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很多科技成果、资源供给
就来自那里。这一区位优势，将有助于滨州企
业在电子信息产业的新一轮国际大循环中抢占
先机。也就是说，滨州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交汇点、核心节点。

目前，滨州铝产业规模和纺织生产规模稳
居全球第一，形成了高端铝、精细化工、家纺纺

织、食品加工、畜牧水产“五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产业集群中，滨州民
营企业发达，企业家非常受尊重，它意味着这
座城市长期以来对创业者更包容、更温暖。

“用工荒比租金贵更让人头疼，教育是
最好的产业配套。我们看到，滨州的职业教育
优势明显，正在建设产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
的双型城市。其中，2020年，与滨州产业关联性
不够紧密的23个中职专业暂停招生，新增了高
端铝加工等17个专业。这说明，滨州职教务实、
敏感，滨州人才能够支撑企业发展。在滨州，我
们不单能容易地招到技工，还能做好管理层的
人才储备，不再发愁人才的流失问题。我们相
信深圳的电子信息企业将会孵化出更多的滨
州企业家、滨州工匠！”深圳市致力互通物
联网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春生说。

企业家们还强调：“我们的标准化厂房，距
离正在建设的渤海科技大学不足1000米。更重
要的是，渤海先研院、魏桥国科研究院两个重
大项目让我们惊讶，因为它们真正将产学研做
成一个生态系统了。它护航企业从科研、应用
到量产、销售，再到上市融资的整个历程，这种
系统将会爆发出澎湃潜力。人才社区和K12学
校同步建设，将解决高层次人才子女的教育问
题。依托这样的科研生态，我们对滨州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另外，企业家们关心的企业融资问题，在滨
州也有了破解之道。作为国家级开发区，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就是一个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目
前，以丰泽御景、金融大厦、帝堡广场和华夏银
行、东营银行等现代服务业态为代表的环中海
CBD已初具规模。中骏集团投资50亿元的城市综
合体项目已经签约，将进一步提升城市服务功
能。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日前，滨州微警务正式上线，为市民提供
24小时随时随地的掌上警务服务。

据了解，滨州微警务实现了涉及治安、出
入境、户政、海岸、交警、监管、网安、禁毒等九
类警种业务113项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其中，24
项高频使用服务事项全程自助掌上办理，实
现了统一门户、统一证明效力的一网通办、一
章通办。搜索关注“滨州微警务”或“滨州队
长”微信公众号，“实名认证+人脸识别”成功

后，即可随时随地享受24小时不间断的掌上
警务。有好的意见建议，动动手指就可以留言
咨询、建议反馈。

目前，滨州微警务实现了实名可信身份
认证，滨州微警务对接全省统一可信身份认
证体系，利用人脸、活体识别验证，实现了在
线实名认证，确保“本人办理本人业务”。滨州
市公安局“互联网+民生警务”平台暨滨州微
警务电子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机动车信
息、驾驶证、行驶证，进行实名注册认证后即
可在个人中心查找自己的电子证件信息。推

出线上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临时身份证
明”“户籍证明”“与户主关系证明”等四大证
明类功能。实现一章通办，开具的电子证明将
统一加盖“滨州市公安局电子证明专用章”，
与线下窗口办理的证明事项具有同等效力。
同步全省统一可信身份认证体系，可实现一
个账号登录山东省所有政府部门的网上服务
平台，免除了多次注册登录的繁琐程序。

此外，滨州微警务还包含微信挪车、交通
违法处理、交管业务委托书办理等群众需求
量大的热门功能。

滨州微警务上线，为市民提供24小时随时随地掌上警务服务

让“最后一公里”落实在“指尖上”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海宁 翠敏 子婵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叮咚”，1月14日12：00，滨州

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华社区康泰小区居民刘付
银老人家的门铃响了起来。刘大爷拄着拐杖打
开门。“大爷，您的午饭到啦！热腾腾的饺子，
赶紧吃吧。”自从1月4日，富华社区网格员张
莎莎和“海燕社工”苏梦雪便开始每日为老人
送午饭。

刘付银今年82岁，老伴去世多年，子女在
外务工无法及时照顾，老人长期一人居住。
“前段时间，寒潮来临之前，我们网格员和社
工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有的老人有送餐需
求。老人们年纪大了，本身出门买菜、做饭就
不方便，又不像年轻人一样会使用外卖软件，
所以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帮老人解决寒潮期间的
吃饭问题。”富华社区书记卢志鹏介绍。

“目前，我们已收到25户居民的送餐需
求，并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人员合理安
排送餐服务，确保老人第一时间吃到热乎饭。
除了送餐，老人们其他生活需求，打个电话，
工作人员都会上门帮助。”卢志鹏介绍。

“富国街道是沾化的主城区，目前我们
共收到200余户孤寡、残疾老人等特殊群体的
送餐需求。我们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市场化运作的思路，由社区工作人员与老人
们建立电话联系，每天老人打电话告知需不
需要送餐，送几餐，吃什么，然后社区工作
人员再联系辖区内的定点爱心餐饮服务企
业，以成本价向老人们提供餐食，再由社区
工作人员上门取餐并给老人们配送。让老人
们花最少的钱，吃到最放心、可口的饭
菜。”富国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李伟介绍，
送餐行动并不仅局限于寒潮期间，解决“舌
尖养老”问题将成为他们的一种常态化举
措。

沾化区推出“舌尖养老”服务

寒冬不出门

热饭送到家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夏玉忠
路蔚巍 报道
1月15日下午，滨

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碧
桂园社区开展“以花会
邻 香满社区”主题插
花活动。


	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