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2日讯(通讯员 李
军帅 记者 王丽丽) 今年滨
州市城乡建设将以打造“黄河三
角洲中心名城”为目标，在基础
设施建设、城乡住房建设等多项
工程方面要实现新突破。

今年，全市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投资62亿元，同比增长
3 . 8%。蒲湖风景区一期改造、黄河
一路改造、新立河城区段雨污分

流、市污水处理厂扩建、市城区集
中供热等民心工程，依然为今年
工作重点，特别是市城区集中供
热工程，仍是今年的重中之重。

此外，各县区也将打造代表
性精装工程，如滨城区白鹭湖景
观提升工程、开发区秦皇河公
园、邹平县“三山两湖一河”片
区、博兴县“三河两水一湖”工
程、无棣县古城道路建设及污水

管网改造、沾化县徒骇河公园、
惠民县东护城河景观工程、阳信
县新城区环城水系景观工程、高
新区打渔张新河水系景观工程、
北海新区北海新城吹填造陆、新
城路网工程和起步区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等重点城建项目建设，
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带
动城市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
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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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投资62亿元

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王丽
丽) 10日，滨州市城乡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滨州市规划
局今年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不断扩大“四环五海、生
态滨州、粮丰林茂、北国江南”的
品牌效应，以打造“黄河三角洲中
心名城”、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重
点，全力推动城市由传统的资源
性城市向宜居宜业的生态城市转
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努力把
滨州打造成园林城市、生态低碳
城市。

做好城市“扩”“优”“统”

全力打造“黄三角中心名城”

今年，滨州市规划部门将统
筹规划，按照宜居宜业、生态低碳
的定位，扩大品牌效应，全力打造

海河相拥、山水兼济的“黄河三角
洲中心名城”。

一是做好“扩”的文章，中心
城市要北扩南拓西延东优，重点
规划建设“一环三带九片”，全力
打 造“ 生 态 滨 州 ”；二 是 做 好

“优”的文章，着眼提升完善城市
品质和“数字滨州”，更多地融入
文化、生态元素，集中规划建设
一批城市综合体、地标性建筑、
休闲娱乐等有品位、惠民生的建
设项目，着力配套设施，完善功
能、彰显特色，逐步实现精细化
管理全覆盖；三是做好“统”的文
章，按照“全域城镇化”目标，突
出两条城市发展轴线，加快城乡
规划、建设、交通、管理、水务、
绿化等一体化进程，实现县乡村
联动，南北延伸、左右拓展，组团
发展。

重点规划先行

引领城市建设

今年，相关部门将会对《滨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深化完善《滨州市生态市建设总
体规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
极倡导绿色交通和建筑。此外，
市“十二五”近期建设规划、城区
市政管网普查及综合规划、市公
共设施布局规划、老城区改造控
制性规划、喜鹊湖公园详细规
划、城市水系景观风貌规划、秦
皇河北段绿化景观设计等多个
重点规划编制项目将被深入研
究，为日后规划审批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

全面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监
察，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治理相

结合。
2011年，市规划局通过“百

日综合整治活动”的开展，共查
处、制止各类违法建设案件335
起，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356份，共组织实施24次大型拆
违行动，拆除面积10300平方米，
组织对36起违法建设案件进行
立案处罚，有效遏制了城区违法
建设的蔓延。

今年，市规划局将总结城区
规划建设管理百日行动整治活动
经验，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治理
相结合，抓好规划批后管理检查
工作，加大对违法建设行为的惩
处力度。

此外，相关部门将健全完善
城乡规划管理法规和标准规范体
系，加强制度创新等，全力促进规
划建设发展。

做好“扩”、“优”、“统”，打造“黄河三角洲中心名城”

滨州城市规划主唱三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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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今年重点打造五大重点行业

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达38%以上
本报2月12日讯 (通讯员

刘玉民 记者 李运恒 )
10日，记者从滨州市服务

业发展局获悉，今年滨州市
将积极推进全市服务业发展
工作，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15%左右，占GDP的总比
重达到38%以上。

去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
加值667 . 22亿元，同比增长
1 2 . 3 % ，占GD P比重达到
36 . 7%；全市服务业实现税
收 收 入 6 1 . 6 亿 元 ，增 长
36 . 9%；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实现505 . 75亿元，增
长17 . 3%。

今年将着力抓好五个重
点行业的发展：一是大力发
展现代物流业，逐步使滨州
成为服务黄河三角洲、联系
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物流节
点城市和鲁北物流中心。二
是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拉
长旅游产业链条，努力创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力争实
现旅游总收入74亿元，增长
30%；接待入境游客1105万
人，增长30%。三是有序发展
金融服务业，加快黄河三角
洲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步伐。
力争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新增贷款180亿元，实
现保费收入44亿元。四是改
造提升商贸服务业，加快以
中央商务区、批发市场集群、
大型商业卖场、特色商圈为
主要内容的环渤海南岸商贸
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力争全
市农家店覆盖全市所有乡镇
和90%以上的行政村，年销
售额(交易额)过亿元的骨干
市场企业达到2-3家。五是规
范发展房地产业，提升城市
建设品质和水平，加快建设

“绿色滨州、宜居滨州”。力争
全市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
12%，房地产业投资增长25%
以上。

滨州今年计划投资13 . 8亿元，完成水利工程466项

让22 .1万农村及学校师生喝上安全水
本报2月12日讯 (通讯员 李

秋然 记者 李运恒 ) 1 0日，
2012年全市水利工作会议在滨州
市水利局召开，安排部署了今年
全市水利工作，今年全市计划投
资13 . 8亿元，完成各项水利工程
466项，解决好22 . 1万农村及学校
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据了解，今年滨州水利工作
将逐步完善滨州现代水网体系，
重点抓好“八大工程”建设：

第一，扎实做好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2 0 1 2年全市设计投资
13 . 8亿元，完成各项水利工程466

项，清淤疏浚沟渠、河道1157 . 2公
里，完成“四位一体”市级标准化
方田3 . 9万亩，新打和配套机井
1796眼，解决好22 . 1万农村及学
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第二，重点推进蓄水工程建
设：恢复和新增蓄水能力4802万
方，提高雨洪水资源利用能力，促
进全市由防御洪水向管理洪水方
向的转变；要全力做好北海新区
供水工程，完成水厂及配套设施
建设，确保工程进展有序。

第三，全力做好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要围绕2020年完

成大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任
务的目标，按照“耕地管区化、灌
区节水化、节水长效化”的要求，
大力发展“节水型、生态型、科技
型、信息型”灌区。

第四，抓好南水北调及胶东
调水工程建设。

第五，实施好防洪除涝工程
建设，实施完成无棣县仝家河、郝
家沟，沾化县马新河、秦口河，博
兴县北支新河等5条国家重点地
区中小河流治理任务；完成惠民
县土马河、阳信县秦口河、沾化县
秦口河、博兴县支脉河、邹平县孝

妇河等5项省规划重点河道治理
任务；实施好本年度防潮堤建设
任务，完成无棣县秦口河左岸、马
颊河左岸及北海新区套尔河左岸
防潮堤加固工程，治理长度9 . 5公
里；同时做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完成佛生和殷家两座水库
的除险加固任务。

第六，实施好生态水利工程
建设。

第七，逐渐推动水利信息化
建设。

第八，全面提高水利科技创
新能力。

构建防控体系

“五网联动”保平安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刘金海

周新建) 记者日前获悉，
今年滨州市公安局在社会
化的防控体系构建方面，将
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统
筹各种社会资源，以天网、
地网、人网、法网、数网“五
网联动工程”为抓手，构建
严密的治安防控体系。

突出抓好“天网”工程：
即以建设市级视频作战平
台为契机，整合全市视频监
控资源，建成集视频侦查、
指挥调度、网上监督、管理
考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实战应用平台，实现县区
之间、部门之间的图像资源
共享。

深入推进“地网”工程。
严密街面防控、社区防控、
单位内部防控、卡点堵截四
张网络建设，全面提升社会
治安动态管控水平。

积极探索“人网”工程。
坚持打防结合，专群结合，
健全完善以物业、保安、环
卫 、交 运 、巡 逻 队 、志 愿 者

“六支队伍”为主体的各种
群防群治力量。倡导和鼓励
社区、村居自建兼职或义务
治安巡逻队，建立完善治安
巡逻队与综治办、派出所的
联动机制，不断扩大巡逻覆
盖面，每10万人口巡逻力量
不低于150人。

广泛实施“法网”工程。
从提高全社会防范意识和能
力入手，采取“以案释法、案
件回告”等方式，引导群众提
高法律意识、防范意识。

重点加强“数网”工程。
大力推进信息数据资源共
享，加快各平台融合、条线
系统整合和社会资源数据
引进步伐。

铁路座谈会

交流征地拆迁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孙珊 通讯员 胡志国 )
1 0日上午 9点，全市铁路征
地拆迁及资金管理座谈会
在交通大厦召开。滨州市各
县区铁路建设指挥部、铁路
办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参加
了此次会议，交流讨论了铁
路征地拆迁及资金管理经
验。

滨城区、阳信县、惠民
县各自结合德大铁路建设
作征地拆迁经验介绍，主要
是介绍一下征地拆迁工作
的程序、涉及需要参加的单
位、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及
工作中好的建议；德龙烟铁
路建设指挥部介绍德大铁
路征地拆迁经验；其他县区
与会代表根据各自的实际
情况进行座谈。

据了解，去年德大铁路
滨州段已完成滨城、惠民、
阳信三个县区的铁路征地
工作，并于2011年11月15日
前完成了第一阶段拨付征
地拆迁资金的清理工作。在
今后的征地拆迁及资金管
理工作中，将要重点完成寿
邹铁路、黄大铁路、滨港铁
路二期工程、济南至滨州城
际轨道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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