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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供供暖暖价价格格今今年年有有望望调调整整
市物价局拟于11月中下旬召开市城区居民供热价格调整听证会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李运恒 ) 21日下午5点半，滨
州市物价局网站发布公告，拟
于2015年11月中下旬召开滨州
市城区居民集中供热价格调整
听证会，广泛听取消费者和经
营者等有关方面的意见。滨州
市供暖价格有调整的可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
法》等有关政策规定，滨州市物
价局拟于2015年11月中下旬召
开滨州市城区居民集中供热价
格调整听证会，广泛听取消费
者和经营者等有关方面的意
见。现面向社会公开聘请听证
会参加人。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规定：“降低价格的听证会可以
采取简易程序”。本次听证会拟
对滨州市城区供热价格进行降
价调整，听证会适用简易程序。

听证会参加人共17名，其
中消费者代表14名，经营者代

表3名。旁听人5名。有意参加听
证会及参加旁听的报名者可登
录滨州市物价局网站下载所需
表格，持本人有效证件于2015
年10月30日17时前到滨州市物
价局价格科报名。

此前，记者在滨州市物价
部门了解到，滨州市供暖价格
一直执行2008年制定的标准，
目前在一些小区也已经张贴出
来供暖价格收费通知，2008年
采暖季供热价格执行滨价发

【2008】155号文件规定,即居民
及教育 (财政拨款 ) : 2 3元 /㎡
(按建筑面积)、商用及办公:34
元/㎡(按建筑面积)、热计量价
格 及 收 费 标 准 按 照 滨 价 发

【2013】130号文件执行,即热计
量用户上年度退费金额从本年
度去年费中抵顶。而此次居民
集中供热价格调整听证会的召
开，也预示着供暖价格有调整
的可能，而是否能下调，要等待
听证会之后的结果。

潍坊：今年10月10日，潍坊市
发布《关于调整潍坊市城区集中
供热价格的通知》，居民生活采暖
用热终端按房产证建筑面积计，
由25 . 6元/平调整为23元/平。也就
是说，每平方米降了2 . 6元。

日照：10月12日，日照市物价
局发布了《关于召开日照市城区
供热价格听证会的公告》。

泰安：10月16日，泰安市物价

局发布了《关于召开2015-2016年
度采暖价格调整听证会的公告》，
明确“本次听证拟对泰安市城区
居民采暖价格进行下调”。

东营：10月17日，东营市物价
局发布了《关于召开东营市中心
城区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调整
听证会的公告》，表示“东营市物
价局拟于2015年11月中旬召开东
营市中心城区居民住宅集中供热

价格调整听证会，广泛听取消费
者和经营者等有关方面的意见。”

临沂：10月20日，临沂市召开
《城区供热价格调整听证会》，其
中方案一中居民生活采暖用热终
端按房产证套内建筑面积计，由
25元/平调整为23元/平；方案二中
居民生活采暖用热终端按房产证
套内建筑面积计，由25元/平调为
22元/平。 (综合)

已有5市供暖费降价或有望下调

在对比不同城市的供暖价
格时，首先要考虑到两个因素。
一个是供暖时间不一样，例如青
岛采暖期为每年的11月16日至
次年的4月5日，供热天数为141

天，而其他城市的采暖期供热天
数大部分为120天；另一个因素

是缴纳采暖费的面积，例如潍坊
是按照建筑面积收取，其中包括
公摊，收取供暖费的面积要比套
内建筑面积的多15%-20%。

今年9月30日，青岛市物价局
发布了《关于供热价格有关情况
的解答》，其中，考虑上述两个因

素后，做出了一个《山东省17市居
民供热价格比较表》。截至目前，
全省供暖费由高到低的排名依次
为：泰安、日照、东营、莱芜、聊城、
潍坊(与聊城并列)、济南、滨州、德
州、烟台、济宁、淄博、临沂、青岛、
枣庄、菏泽、威海。 (综合)

17地市供暖费价格滨州排第八

头条相关

滨州市第二届资本对接大会召开，共签订信贷合同项目3301个

11113322 .. 2299亿亿元元资资本本为为滨滨州州““加加速速””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娄延峰 )
21日滨州市委、市政府在滨州
大饭店隆重举行第二届资本对
接大会新闻发布会，现场举行
签约仪式，洽谈成果集中签约，
通报了滨州本次资本对接大会
洽谈成果。本次大会共签约投
资金额1132 . 29亿元，为滨州
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发布会上，副市长王文禄
通报滨州市第二届资本对接大
会洽谈成果，10月20日至21日，
滨州市人民政府与山东省金融
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在滨州联合举办了滨州
市第二届资本对接大会，举行
了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高峰论坛、银企洽谈会、保险
创新支持民生工程洽谈会、金
融创新产品推介展示会等主题
活动，滨州市1000余家企业参
加大会。经过广泛接触、深入交
流，对接洽谈取得丰硕成果。29
家参会银行机构，共签订信贷
合同项目 3 3 0 1个 ,签约金额
1 1 3 2 . 2 9亿元，比上届增长
10 . 9%。29家参会券商、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股权投资
机构，共签订多层次资本市场
挂牌融资项目77个；13家参会
保险机构签订合作协议3个，投
资金额30亿元。

自2002年以来，滨州已经
成功举办了十二届银企合作促
进会，共签约项目资金9700亿
元，到位资金9425亿元，到位率

97%。在此基础上，去年滨州市
创新举办了首届资本对接大
会，签订信贷合同项目3608个，
银企签约资金1021亿元，到位
资金989亿元，到位率97%。随
着银企合作的不断深入，滨州
市金融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2014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
值101亿元，同比增长14 . 5%。
截至今年9月末，全市金融机构
本外币存款余额2462亿元，增
长17 . 1%，增幅居全省第2位；
贷 款 余 额 2 0 6 1 亿 元 ，增 长
10 . 2%，增幅居全省第6位；存
贷比83 . 7%，居全省第3位。保
险机构达到39家，实现保费收
入51亿元，同比增长22 . 5%；上
市公司达到15家，累计募集资
金378亿元，其中8家境外上市
公司融资293亿元，位居全省前
列。在“新三板”市场挂牌上市
企业达到8家，有33家企业在区
域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融资，累
计募集资金8亿元。

多年来的银企有效合作，
为金融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也有力推动了全市经济社
会健康持续发展。今年1—9月
份，全市实现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142亿元，增长13%，增
幅居全省第1位；进出口总额
60 . 9亿美元，增长15%，增幅居
全省第2位；市场主体达到17万
户，增长32 . 6%，增幅居全省第
1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53亿
元，增长14 . 3%；预计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7 . 7%。

滨州市第二届资本对接大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华鑫证券和海
若航空有限公司签约。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摄

10月20日，滨州市第二届
资本对接大会服务业项目对接
专场会在滨州大饭店召开,滨州
市服务业行业的代表性企业等
70余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服务业项目对接专场
会是市服务业发展局首次为服
务业企业和银行搭建集中沟通
平台。会议旨在为企业融资和
银行拓展金融服务开辟一个更
加便捷的通道，实现金融资本
与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会议介绍了全市服务业发
展情况和“服务业项目对接专
场会”基本情况。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滨州滨大电子科技市场
有限公司、山东远洋网络科技

公司分别作了项目推介。16家
驻滨银行机构分别介绍了各行
支持服务业发展情况、特色金
融创新情况和有关信贷管理规
定等。经过银企双方充分沟通、
热情洽谈，本次专场会实现签
约金额100 .97亿元。

下一步，围绕认真落实本次
专场会的签约成果，市服务业发
展局将督促县区服务业主管部
门为签约项目搞好跟踪服务，推
进签约内容尽快落实到位，提高
签约资金到位率，充分发挥金融
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加快
全市服务业发展步伐。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刘春成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

设立服务业项目对接专场

市邮政业“十三五”规划专家评审会召开

滨滨州州将将建建立立快快递递物物流流园园区区
本报10月21日讯(通讯员

张晶晶 记者 王璐琪 ) 20
日，市邮政管理局组织召开滨
州市邮政业“十三五”规划专家
评审会。市发改委、市交通局、
市规划局、市服务业发展局、市
铁路局等五位专家领导参加评
审。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市邮
政公司分管负责人，滨州EMS、
滨州圆通、滨州申通、滨州顺丰
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项目编制委托方滨州展弘

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就
规划内容作了简单介绍，重点
介绍了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及
保障措施等内容。评审专家针
对规划内容，一致认为规划切
合邮政业实际，具有很强的科
学性和指导性，同时结合各自
工作领域，在行业定位、面临环
境、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重点工程及保障措施等
方面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会场
气氛热烈，参会人员积极发言，

并在建立快递物流园区、加强
行业整合、提升服务质量、加大
技术投入、土地与资金政策扶
持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省邮政管理局政策法规处
处长陈晓指出，滨州市邮政管
理局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十三
五”规划专家评审工作，起到了
很好的表率作用，希望继续按
照方案要求做好后续工作。省
邮政管理局副局长杜继涛说：

“邮政业‘十三五’规划编制工

作要切实加强责任意识和创新
意识，要进一步吸纳评审专家
提出的科学建议，精准把握邮
政行业发展定位、目标、项目及
任务，切实体现规划对滨州‘十
三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引领
和指导作用。”

市邮政管理局将认真梳理
总结专家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
改完善规划内容，切实提高规划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真正达到
引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保障性安居工程

今年已超额完成

本报10月21日讯 (通讯员
李玉洋 韩晓 记者 阚乐乐 )

21日，记者在全市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和老楼危楼安全排查
整治工作汇报会上获悉，截至目
前，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已超额
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2015年滨州市保障性安居
工程任务是：新开工22730套，其
中棚户区18896户，公租房3834

套；基本建成12489套，其中棚户
区9939户，公租房2250套。目前，
全 市 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已 开 工
22786套，开工率100 . 2%；基本建
成13400套，完成率107 . 3%。两项
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其
中，棚户区开工18896户，开工率
100%，基本建成11404户，基本建
成率1 1 5%；公租房新开工3 8 9 0

套，开工率 1 0 1 . 5 %，基本建成
1996套，基本建成率78 . 3%。

在棚户区改造方面，全市加
大了棚户区改造货币补偿力度。
此外，全市住房保障加强了信息
化管理，建立了住房保障对象

“一户一档”。

滨城供电创新构建

“12345”供电所班组

对标管控评价体系

本报讯 2015年以来，滨城
公司深入实施供电所管理提升
工程，加强供电所班组建设，在
供电所班组对标管控评价体系
的构建与实施中不断探索，创新
构建“12345”供电所班组对标管
控工作体系，实现了供电所“八
项核心业务指标”即低压线损
率、日均采集成功率、电费回收
率、低压业扩服务时限达标率、
营配贯通数据质量合格率、千户
投诉责任属实率、低压居民电压
合格率、配电线路及台区评价的
全面提升。

自供电所班组对标“12345”
管控体系实施以来，公司同业对
标、班组对标总体水平得到管控
提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覆盖率
等14项指标得到全面提升；有效
推进了供电所管理提升工程的
深入开展，供电所基础管理得到
切实加强；实施过程中出台相关
专业管理制度13项，专业化管理
在各供电所得到有效推进；服务
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实现四个主
动服务的有效落地，95598工单
回访满意率达到99%以上，实现
重要节日全部台区“零停电”，投
诉同比降低18%。

(通讯员 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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