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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90项调研涵盖社会发展热点
我省政府系统确定今年调研课题，将加快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研究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者
桑海波 实习生 李静)

未来几年，我省县域金融机构
建设将大幅提速。近日，省政
府出台《关于促进全省县域金
融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2015年年底村镇银
行实现县域全覆盖，小额贷款
公司数量力争达到400家。

《意见》提出，推动各类金
融机构和市场中介机构到县
域延伸发展。国有银行要在有
条件的县 (市 )和重点乡镇增
设具有信贷功能的营业机构；
股份制银行要逐步扩大在县
(市)设立分支机构数量，争取
在2015年年底前，对我省经济
强县(市)实现全覆盖；城商行
争取在2013年年底前，在全省
实现县域分支机构全覆盖。

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发
展步伐，力争到2012年年底，
新改制组建10家以上农村商
业银行；到2015年年底，县(市)

农村信用社改组农村商业银
行比例达到80%。证券期货、
保险类金融机构也要有计划
地到县域设立分支机构。

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进一步扩大我省村镇银行试
点规模。到2012年年底，全省
县域村镇银行覆盖率要达到
60%以上；到2015年年底，实现
全覆盖。适度加快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步伐，到2012年年底要
实现小额贷款公司县域全覆
盖；到2015年年底，全省小额
贷款公司力争达到4 0 0家以
上，其中设在县(市)区域的占
比要超过60%。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者
刘红杰) 4月1日，我省各地风
力较大，不少地方尘土飞扬。省
气象台预报，清明期间，我省天
气降雨伴大风，温度还算适宜。

省气象台预报，2日，渤海、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
风8级，阵风10～11级。为此，省
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
信号。同时，半岛地区和内陆湖
面北风5～6级，阵风7级，其他地
区4～5级，阵风6～7级。为此，省
气象台发布内陆地区大风蓝色
预警信号。清明节期间(2日～4

日)，我省有一次降雨过程，风力
较大，气温适宜。

具体预报如下：2日，全省
天气阴有小雨。半岛地区和内
陆湖面南风转北风5～6级阵
风7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
4～5级阵风6～7级。3日，全省
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
转南风4～5级，其他地区北风
转南风3～4级。4日，全省天气
晴到少云。西南风3～4级。夜
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
区和半岛内陆地区4℃左右，
其他地区7℃左右。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者 郭
静) 1日上午，从全省政府系统调
研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政府
系统共确定了39个重大调研课题、
51个专项调研课题，涉及改革开
放、结构调整和社会民生保障等多
个方面。其中包括加快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发展研究、整体提高县域经
济水平的政策措施研究等。

“今年的课题数量多、范围广、
要求高，都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重大

课题。”省政府研究室党组书记、主
任张传亭在会上表示，这些课题基
本涵盖了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
部署、领导同志关注的重点问题和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据了解，今年的重大调研课题
和专项调研课题围绕六个方面展
开。“一是立足于结构转型升级和
提升山东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开展
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
究。”张传亭说。二是立足理顺政府

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
的研究。三是立足理顺财政分配关
系，深化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县级疾病财力保障机制、扩大增值
税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体制方面的研究。

另外，重大调研课题中还包
括理顺城市与农村关系，加强对
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扩
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城乡二
元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实现教育、

医疗、社保等疾病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等方面的思考。“还要理顺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搞好收入
分配机制、工资制度、社会养老和
医疗保险制度、文化和科技体制
等社会事业、收入分配方面的研
究。”张传亭介绍，同时还有立足
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
系，研究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审核
论证机制、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和
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此次会议还表彰了全省政府
研究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对2011年度优秀调研成果进行了
颁奖，向首批12个政府决策服务
调研基地授牌，包括济南市历城
区、青岛市城阳区、烟台市莱山
区、寿光市、禹城市、邹平县、中科
院海洋研究所、山东财经大学山
东区域经济研究院、山东能源集
团、烟台万华集团、临沂商城、广
饶橡胶工业协会。

政府研究系统是各级

政府的“智囊团”、“参谋部”

在精简机构、缩减编制的大背
景下，一年多前，省政府研究室升
格为省政府直属机构。由3个处室、
22人编制扩大到9个处室、59人编
制。通过考录、公开选调等方式，选
配了一支学历层次较高、结构合
理、年富力强的调研队伍。这透露
出强烈的信号：对调研机构的建设
提到了一个新的重视高度。

姜大明把政府研究系统称为
各级政府的“智囊团”和“参谋部”。
他说，去年省政府研究室组织起草
各类重要文稿99篇，“像省政府工
作报告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省委
全委会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提出
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推动
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另外，调研的成果，以不同形
式进入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
比如，省政府研究室组织开展的
关于推进国民休闲发展纲要，对
全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编制起
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文稿起草要写管用

的话

文稿的起草作为服务决策的
核心任务，无疑是服务决策的关键
环节之一。“领导讲话、政府文件等
文稿是分析形势、总结工作、部署

任务的文字载体。”姜大明说，对此
他提出了三字诀：“准、新、实。”

“现在的信息来源很多，网上、
刊物上等，到处都是信息源。有时
候把握不准，容易出现大的漏洞。”
他说，“准”，就是立场必须与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保持高
度一致，不能出现任何杂音。“新”
就是善于发现新思路、新办法，用
新理念、新视角去审视、分析和谋
划发展。“实”，则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不在于理论挑得多高，而在于
能不能说到群众心里去，能不能让
基层干部充分干好。要写符合实际
的话、管用的话。”

有时开座谈会，只能

听到一半真话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情况明了，办法就来了。”姜大明
说，“调查研究，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什么时候都不过时。我们要始终坚

持不调研不决策的理念。”当前调研
的内容很广泛，因此姜大明表示，要
提高调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集
中于人民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文
当其时，一字千金。”他说，对于一些
紧迫性问题，必须快速反应。

另外在调研中，还应该深入实
际。“现在有些调研存在形式化的
东西。向调研单位发个提纲、开个
座谈会。其实这样的调研收获不
大。”他说，“开座谈会，一半是真
的，只能听一半。要想知道更多真
实情况，还得走到田间地头去问老
百姓，也可以回到家里，听听父母
孩子们说的。”他说，不要觉得官员
上镜率高没法暗访。“我刚到山东
时，每周都去村里，把车停在村口，
一个人走进去，不暴露身份，结果
老百姓就说了很多真话。”

研究好山东的“事

儿”，写好山东的“字儿儿””

发发挥挥““外外脑脑””和和““智智库库””的的作作用用，，
也也是是政政府府研研究究系系统统的的工工作作重重点点之之
一一。。““要要抓抓紧紧做做好好成成立立专专家家咨咨询询委委
员员会会、、聘聘请请特特邀邀研研究究员员、、建建立立调调研研
基基地地等等工工作作。。””姜姜大大明明说说，，要要加加强强
与与党党委委、、人人大大、、政政协协研研究究部部门门的的沟沟
通通协协作作。。另另外外充充分分利利用用社社科科院院、、大大
学学、、党党校校以以及及其其他他科科研研机机构构的的资资
源源。。

““你你们们是是真真正正的的无无名名英英雄雄。。””
提提到到调调研研工工作作者者的的劳劳动动时时，，姜姜大大
明明说说调调研研工工作作要要掌掌握握好好台台前前幕幕后后
的的分分寸寸。。““有有时时候候领领导导讲讲话话不不错错，，
人人家家会会说说领领导导讲讲得得好好，，当当然然，，要要求求
是是领领导导部部署署的的，，观观点点是是领领导导提提出出
的的，，文文稿稿的的背背后后肯肯定定是是你你们们默默默默
无无闻闻的的付付出出。。””

““文文字字工工作作要要抓抓好好。。文文稿稿起起草草
不不好好，，这这会会议议就就不不要要开开了了。。””言言至至
此此，，姜姜大大明明严严肃肃地地大大声声道道，，这这反反映映
的的是是工工作作作作风风是是否否扎扎实实的的问问题题。。

““以以后后我我们们要要真真正正研研究究好好山山东东的的
‘‘事事儿儿’’，，写写好好山山东东的的‘‘字字儿儿’’。。””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省直非
时政类报刊改革工作，确保按期
完成改革任务，近日，省委宣传部
与省新闻出版局在济南召开省直
非时政类报刊改革政策解读会。

会议传达了近期在苏州召开
的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学习了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同志关
于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工作的要求
和对一些难点问题的解答。邀请
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工商局有关处室

负责同志，就非时政类报刊改革
中核销事业编制和注销事业单位
法人、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
评估和国有资产管理、改制人员
安置和劳动关系调整、办理企业
登记注册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详细
的政策解读。

会议强调，目前正在进行的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
工作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
任务，中央明确要求今年十八大
召开前必须全部完成。希望各单

位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清形势，
加快进度，为发展而改革，为做大
做强而改革。要进一步学习领会
有关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相关政
策。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结合
本单位实际，迅速制定本单位本部
门的转企改制方案和实施细则。要
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认真制定转企
改制时间表和路线图，倒排工期，加
紧进行，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解读会得到与会同志的积极
响应，大家踊跃发言，汇报了本单

位改革情况遇到的难点问题，省
新闻出版局、省编办、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工
商局等部门都一一做出了解答，
会场气氛热烈，效果良好，受到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

省委宣传部、省编办、省财政
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新
闻出版局、省工商局有关处室负责
同志，省直非时政类报刊主管单位
分管领导和出版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90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年底六成县域

要有村镇银行

清明期间

降雨伴大风

姜大明参加全省政府系统调研工作会议时强调文稿重要性：

“文稿起草不好，会议就不开了”
本报记者 郭静

省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政策解读会在济召开

十八大召开前完成转企改制

4月1日，省长姜大明参加

全省政府系统调研工作会议

时表示，政府研究系统是各级

政府的“智囊团”和“参谋部”，

严抓文稿起草、调查研究、决

策咨询三大任务，其中要把文

稿起草作为服务决策的核心

任务，把调查研究作为服务决

策的坚实基础，“如果文稿起

草不好，会议就不开了。”

姜大明接见调研工作先进个人和单位代表并合影。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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