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李乐

  日前，全省婚丧习俗改革研讨会在博兴
县召开。博兴县移风易俗攻坚行动使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回想起前几年婚丧嫁娶的场景，博兴县
博昌街道昌兴社区党委书记赵玉屏感慨颇
深：“白事一办就是三天，披麻戴孝，买大
棺材，请戏班子，摆席 30 桌起步，上不封
顶。红事也如此，动辄花费几万元，否则就
会感觉‘别人瞧不起，自己没面子’。当时
农民一年收入不过万余元，非要喝三四百元
一瓶的酒，抽四五十元一盒的烟。‘强争三
天脸，遭罪好几年’实在不值！”
  “硬杠杠”与“软约束”相结合，党员
干部带头推动婚丧新俗。“不准铺张浪费，
提倡婚事简办。结婚仪式一切从简，婚庆车
辆不得超过6辆，彩虹门最多设2个……”博
兴县党员干部人手一份“八不准”规定，婚丧

嫁娶都得按照规定来。去年 8 月，博兴县召开
移风易俗攻坚大会。县委书记、县长“双挂帅”，
围绕重点难点问题系统研究部署，并就婚庆用
车、设施摆设、酒宴规格等具体问题出台指导
意见，要求各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居)逐层签
订责任状。
  县、镇(街道)层面组建工作组，指导村
(居)规范理事会建设，党支部书记兼任会
长，纳入“两委”中的女委员或妇联主任再
通过村民议事会，由村民代表研究提出执行
方案，从而形成标准，便于推广。执行过程
中，博兴县始终坚持“一把尺子”的工作原
则，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县、镇（街道）、
村（居）分别设信息管理员、信息联络员和
信息报告员，有需求及时上报，红事提前10
天，白事随时申报，从而统一标准调配场
所，规范检查。
  以集体婚礼这样的实举措、硬抓手推进
移风易俗，有利于让群众接受，让乡风民风
美起来。今年8月4 日，农历七月初七，主题

为“相约七夕情定锦秋”的集体婚礼在博兴
县董永公园举行，新郎郭浩祥牵着新娘宋晨
晓的手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跟其
他 9 对新人一起，用这种新颖的方式办婚
礼，非常有意义。”这是锦秋街道第二次举
办集体婚礼，流程简洁、温馨有爱，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以前村里举办婚礼，少说也得花一两
万元，到移风易俗大食堂来办，只需几千块
钱。”乔庄镇梁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付国营说，村里专门建的移风易俗大食堂
宽敞明亮，自己当大厨兼主持人，村里有举
办婚礼请客的，他就提前10 天去事主人家里
做工作，让他们来大食堂，10 张餐桌可容纳
近百人，还免费提供音响、电脑、大屏幕
等，平均每桌可节省 30 0 元，全村一个标
准，攀比也就没有了。
  在兴福镇中悦国际大酒店，“十菜两汤
两主食”的婚宴菜单摆在酒店大堂最显眼的
位置。“原来为了面子，有的婚宴标准有 20 多

个菜，根本吃不完，浪费现象严重，我们本着
‘光盘不浪费，吃好又吃饱’的原则，选择酒店
特色菜，制定了兴福镇移风易俗宴席标准菜
单。”兴福镇民政工作负责人贾连志说，截至
目前，已经有 10 余户事主采用移风易俗宴会
标准菜单，节省了一半以上的费用。
  硬件设施的投入与使用，使博兴县移风
易俗工作真正取得了实效，老百姓也从中得
到了实惠。在博兴县，已有37 个村（居）建
设了殡葬服务厅，20 个村配备了“追思会”
服务场所。这些设施为群众提供免费服务，
既方便了群众，又节省了费用。在湖滨镇柳
童村告别大厅，湖滨镇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副
主任张林介绍了纪念堂的基本设施：亲朋接
待室、告别大厅、餐厅、厨房一应俱全，全
部免费使用，村民只需支付电费与餐费即
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制定了殡葬办理制
度，去世当日火化遗体，丧事 1 天内办完，
杜绝出大丧出长丧，不大摆宴席，丧事办完
不超过3000 元。”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丽娜 传忠 张康 

  今年以来，滨州市政协党组发挥资源优
势，把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列为协商监
督工作重点，研究形成《关于发挥资源优势打
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建议案》，提出统
筹新能源产业发展、坚持规划引领、强化重点
突破、完善扶持政策、聚集产业发展支撑力、
加大招商力度等六大方面十六条建议。
  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全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滨州规划“一
港四园”风光装备制造产业布局，依托滨州
港，惠民陆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北海海上
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以及沾化区、无棣县光伏
组件装备制造产业园，培育以龙头带动、集群
发展、创新引领、智能高效为核心的新能源产
业集群，加速打造千亿级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
  沾化区引进阳光电源、福建巨电等光伏项
目。储能产业方面，无棣县、阳信县的电池正

负极材料所需磷酸铁锂、针状焦项目正在形成
规模优势，为储能产业发展增添竞争力。经过
多年发展，滨州市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日趋完
善，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是关键。”滨州市政协委员孙昊建议，
立足产业创新需求，依托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
平台，招引专业研发团队进驻。加大科研投入
力度，有针对性地引进全国重点高校院所来滨
州设立分支科研机构，特别是推进与中科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落地实施。
  滨州新能源产业在科技创新、产业链发展
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滨州市政协委员任延
磊认为，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以商招商、精
准招商，努力补齐产业短板、完善产业链条，
促进新能源产业上下游资源充分整合，推动全
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破解企业难题，使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聚势而强。滨州北部沿海盐碱滩涂土地资源丰
富，风光资源得天独厚，全市风电、光伏开发
容量约6320 万千瓦。目前，滨州市正加快建

设鲁北（滨州）风光储一体化基地，重点打造
环渤海千万千瓦级海上光伏基地，千万千瓦级
新能源基地在滨州大地上蓄势待发，向阳而
生、御风而行。
  新能源发电兴起带动了新型储能产业发
展。在无棣县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鲁北企业
集团发挥循环经济优势，抢占锂电新能源发展
风口，生产制备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三元正极
材料，建设鲁北综合智慧产业园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渗透到新能源发电领域。
  “十三五期间，集团完成了年产2万吨碳
酸锂、 3 万吨磷酸铁、 3 万吨磷酸铁锂装置项
目建设。磷酸铁锂是一种新材料，作为电池的
正极材料使用，产品畅销，集团拥有独创技
术。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与湖北万润集团联合
建设了 66 万吨磷酸铁和磷酸铁锂装置。目
前，一期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2 月全
部投产。”鲁北企业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助
理牛占华介绍。
  对于新能源基地建设用地问题，滨州市政
协委员韩梅海建议，政府根据全市整体规划与

需求，对土地指标进行统筹安排。在土地使用
权转移或部分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利益问题，
市、县两级政府要协同作战，发挥好主导作
用。同时，尽快出台关于土地使用权合作发展
的意见。
  完善制度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保
驾护航。滨州市围绕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项目
建设，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创新建立
“六个一”工作机制，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制
定一个实施意见，成立一个能源发展服务中
心，成立一个新能源集团，设立一个新能源产
业基金，成立一个新能源研究院。
  截至 10 月底，滨州市全口径发电装机容
量达到2486 . 8 万千瓦，居全省首位。新能源及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77 . 83 万千瓦，
是2012 年的 19 . 3 倍。其中，风电发电装机容
量达到168 . 54 万千瓦，是2012 年的 11 . 2 倍，
居全省第四位。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82 . 44
万千瓦，居全省第五位。生物质及垃圾发电装
机规模达到 26 . 85 万千瓦，是 2012 年的 2 . 7
倍，居全省第六位。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田新宇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滨州市积极探索人社服务供给
与企业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开展“人社政务进村
居，服务群众零距离”行动，不断织密扎牢“就
近办”人社服务网络。
  目前，滨州市累计建成村级人社服务点2012
个，实现了全市范围内偏远农村和400 人以上村居
全覆盖，群众“足不出村”就能办理社保、医
保、就业等90 项人社业务和10 余项金融业务，累
计办理业务500 万余件，建成了群众家门口的人社
服务“便利店”。
  紧盯企业和群众需求，不断延伸服务触角。
今年5月，滨州市又启动实施了“社银一体化”服
务模式。通过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6家国有商
业银行合作，将高频人社业务先期向150 家银行网
点拓展，将“人社大厅”搬进银行网点。目前全
市150 家“社银一体化”银行网点全部挂牌并试运
营，已办理人社业务1万余人次。

软硬件设施同步提档升级，博兴移风易俗攻坚行动让百姓得实惠

硬杠杠＋软约束，让乡风民风美起来

滨州风电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省第四位，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省第五位

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侯洪蕊 报道
  本报惠民讯 深秋时节，在惠民县姜楼
镇马北村的葡萄种植园里，一串串或绿油油
或红里透紫的葡萄分外鲜嫩水灵，让人垂涎
欲滴，摘一串颗粒饱满的葡萄，尝一颗香甜
无比。
  “冰美人”葡萄开花、结果的时间和其
他品种一样，但成熟期较长，需要 7 个多
月，每年11 月份，其他品种的葡萄早已下
架，“冰美人”葡萄才陆续成熟，随摘随
卖，能一直卖到明年春节，由于它耐贮能力
极强，成熟后在植株上可以继续保留1-2 个
月，采收后放到普通室内可正常存放20-30
天，且营养价值高。“我种‘冰美人’葡萄
已有7年了，技术越来越娴熟，凭着过硬的
质量和口感，销售不成问题。我计划申请自
己的品牌，贴上二维码，还要申请绿色食品

认证，进军大超市，走农业现代化之路。”
面对满棚的葡萄，果农李元平规划着自己的
种植方向。
  近年来，惠民县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积
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大棚经济”，让
寒冷的秋冬季也能够有红火的收入。
  走进滨州市聚源兴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一股幽幽的菌香扑鼻而来。一垛垛菌菇棒
整齐排列，一朵朵平菇争相从菌菇棒两端
的袋口长出，有的刚刚冒头，有的展开伞
柄，非常壮观。菌棚外，工作人员在拌料
翻料、装袋、外运，忙得不亦乐乎，丰收
的喜悦溢于言表。小蘑菇，大收入，提起
蘑菇种植，合作社技术人员便滔滔不绝：
“我们的蘑菇品相好，主要供货给周边的
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去年市场行情好，蘑
菇均价能到 3 元左右。”滨州市聚源兴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目前共有 7 个大棚，每个

大棚年产蘑菇20 余万斤，为附近村民提供
了原材料包装、菌棒接种、蘑菇采摘等工
作岗位，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周边群
众致富。
  同样是在黄河沿岸，在姜楼镇黄辛庄村
一座座错落有致的大棚里，充盈着一阵阵沁
人心脾的芹菜香味，郁郁葱葱的芹菜苗长势
喜人。“在大棚里种植芹菜，能够较好地控
制温度，受天气因素干扰小，作物长势良
好，我们合作社利用西瓜种植空闲期种植了
12 个大棚的芹菜，10 月底上市销售。”惠
民县元生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路林峰
高兴地说。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惠民县发展特色
农业种植，从村民单干到成立合作社，再到
如今的连片大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为乡村
振兴铺就了一条绿色发展路，让越来越多的
村民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惠民“大棚经济”铺就绿色发展路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初宝瑞 报道
  近日，惠民县何坊街道的芹菜长势喜人，农民忙着采收、打包，田间地头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近年来，惠民县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现代化农业，通过订单式种植让农民吃下“定心丸”，辐射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滨州累计建成

村级人社服务点2012个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记者从滨州市组织工作发展
成就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1 年底，滨州市
共有党员26 . 11 万名，基层党组织14146 个，分
别较10 年前增长17 . 16%、 6 . 23%。其中，两
新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85 . 3%，较10年前增长
25 . 8%。
  筑牢“堡垒”，红色引擎提速增效。滨州
市持续打造堪当乡村振兴重任的头雁队伍，高
质量完成3轮村“两委”集中换届，村干部高
中及以上学历占比提高33 个百分点。持续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村级集
体经济由 10 年前一半村不足 3 万元，发展到
2021年底10万元以上村占比超八成。
  聚力“改革”，治理机制出新出彩。工作
基础越来越扎实，滨州城市社区由24 个优化
为206 个，社区服务和工作经费增长了近8 倍，
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
  激活“细胞”，强化党员队伍建设。10 年间
52869 名各方面先进分子光荣入党。在建党百
年之际，受中央表彰的“两优一先”对象总量和
覆盖类型均创历史新高，市级表彰“两优一先”
对象498 个，为2 . 2 万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刘清泉 刘晓惠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1 月1日，记者从“在滨州
 知滨州 爱滨州 建滨州”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滨州发展改革工作专场上获悉，过去10 年
间，滨州市累计实施省市重点项目1551 个、
总投资17691 . 21 亿元。其中，争取省级重点项
目359个、总投资4519 . 12 亿元。
  10 年间，滨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5 . 7% ，特别是2020 年以来，增速连续22 个月
列全省前4位，2021 年以来，连续19个月保持
两位数增长。
  抢抓历史机遇，滨州市谋划推动了一大批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构筑起“六高五铁十专线
十高速”、港口机场立体联通新格局，补齐了
基础设施短板，拉开了滨州高质量发展大
框架。
  10 年来，滨州市全力做好资金项目争取
工作，累计争取无偿资金122 . 8 亿元，惠及93
个领域1259 个项目。 2019 年以来，累计通过
国家审核政府专项债券项目1320 个、债券资
金需求2881 . 58 亿元，是唯一连续3 年保持在
全省前5位的市，累计争取债券资金606 . 94 亿
元，惠及525 个项目，带动投资超3000 亿元，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构筑起了强力支撑。

10 年累计实施

省市重点项目1551个

总投资超17691 亿元

26 . 11 万枚党员徽章

在岗位上闪耀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李荣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滨城区以困难群众
实际需求为导向，在做好“兜底保障”的同时，多方
引入专业组织和募集社会爱心力量，为困难群众开
展“物质+服务”多样化、精准化服务。
  滨城区紧紧围绕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以困
难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整合连接政府和社会等
各类爱心资源，支持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救
助服务，多角度为困难群众提供精神慰藉、就
业、社会融入等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真正实现从
“兜底保障”向“物质+服务”多元化整合式服务
的拓展转变。

滨城区困难群众救助

从“兜底保障”

转向“物质+服务”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张孟真 张天桥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0 月 28 日上午，10 辆绘有“黄河
清风相伴，幸福一路同行”“滨州美如画、清风进万
家”等廉洁标语的公交车鱼贯驶出滨州公共汽车公
司大门，标志着滨州市纪委监委打造的“黄河清风”
廉洁主题公交专线正式启动。
  “黄河清风”廉洁主题公交专线，是“黄河
清韵廉润滨州”廉洁文化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载
体。该专线以102 路作为试点线路，单程18公里，
途经黄河五路、黄河六路、渤海十五路等城市主
干道。在车身、车厢内精心设置了滨州廉洁地
图、廉洁标语、廉洁故事，向市民集中呈现本土
廉洁文化元素，并通过在公交站点投放廉洁公益
宣传画等形式，让市民充分了解廉洁文化建设相
关内容。

滨州启动“黄河清风”

廉洁主题公交专线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高东旭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0 月 27 日上午，博兴县纯化镇
国家能源博兴2×1000MW 新建工程项目正式进入
全面建设阶段。
  博兴2×1000MW 新建工程项目，是国家能源
集团在山东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煤电运一体化百万
千瓦二次再热机组项目，也是省能源保障网建设
行动计划中重点实施的保障性能源项目，总投资
约89 亿元，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
技术，并实现集采暖、供电、蒸汽、制冷于一体
的“多联供”示范模式。

国家能源博兴

2×1000MW新建工程项目

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张林林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财政运行综合绩效
评价试点启动，滨城区、无棣县两个区县入围。
  滨州市制订《滨州市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工
作方案》，将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第三
方机构，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实施评价，以推动实
施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管理。
  目前，经第三方机构及专家多次现场会交流讨
论，结合滨州市实际情况，坚持探索创新、精准科
学、务求实效的原则，高标准完成了县区财政运行
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指标体系主要围
绕财力保障、财源建设、财政支出、规范管理、运行
成效五个方面，共设置5 项一级指标、14 项二级指
标、39 项三级指标。随后，第三方机构将派专业人
员进场驻点，协助被评价县区完成本次财政运行综
合绩效评价的资料收集阶段工作，并对县区开展一
次关于财政运行综合绩效管理工作实务的培训，同
时，采用日报加双周滚动计划的方式加强沟通交
流，以保障本次评价质量，顺利完成预期评价目标。

滨州开展财政运行

综合绩效评价试点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刘坤芳 于磊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记者从滨州市科技局获
悉，滨州市已累计为164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科
技成果转化贷款221 笔，备案金额8 . 3 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131 . 28%，备案金额再创新高。

滨州科技成果转化贷款

备案金额增长13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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