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3月 3日讯 (通讯员
刘春成 记者 李运恒) 3月
1 日，记者从滨州市服务业发
展局获悉，2012 年，全市服务
业增加值实现 752 . 6 亿元，增
长 1 0 % ，占 G D P 的比重达到
37 . 9%。全市服务业去年成为
地税税收主要来源。

2012年以来，全市上下按
照市委、市政府“一产调优、二
产调强、三产调大”的总体要
求，大力实施“ 1341”工程，突
出抓好重点城区、重点园区、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四大载
体”培育建设，膨胀提升商贸
流通、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房
地产等产业规模层次，全市服
务业发展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

据了解，2012年，全市服务
业增加值实现752 . 6亿元，增长
1 0 % ，占 G D P 的 比 重 达 到
37 . 9%，占比较 2011年提高了
1 . 2个百分点。全市服务业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6 . 17
亿元，增长33 . 3%，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44%。全
市服务业完成地税收入43 . 59亿
元，增长24 . 9%，占全部地税税
收收入的41 . 88%，成为地方税
收的主要来源。

截至2012年底，全市220个
服 务 业 重 点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 9 5 . 7 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3%。国家和省扶持资金争取
工作成效明显，今年争取到的
1190万元项目补助资金已经到
位。加大重点项目的储备推介
和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总投资

734 . 9亿元的104个项目纳入了
全市重点项目储备库，滨州国
际五金建材城、滨州世贸中心、
国际金属物流园等40个项目纳
入了全省服务业重点项目储备
库，滨州高新区五星级大酒店、
滨州黄河水乡生态农业观光园
等19个项目纳入全省服务业招
商引资项目库，滨州港油品及
化工物料仓储区扩建及其配套
项目、山东民俗文化创意产业
园服务业成等 5个项目纳入全
省重点对外推介项目库。

2012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实现752 . 6亿元，占GDP37 . 9%

服务业成地税税收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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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格头条相关

滨城区和邹平县

率先主打服务业

本报3月3日讯(通讯员 刘春成
记者 李运恒) 近日，记者从滨

州市服务业发展局获悉，力争到今年
年底，滨城区和邹平县城区率先形成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2013年全市服务业发展将大力
实施“13412”工程，即：以打造黄河三
角洲服务业中心城市“一个目标”
为统领，着力加快鲁北物流中心、黄
河三角洲金融服务中心、环渤海南岸
商贸信息服务中心“三大中心”建设，
突出抓好重点城区、重点园区、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四大载体”培育，努
力提升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商贸流
通等“十大产业”规模层次，加快实施
以农居对接、放心快餐“两大工程”为
重点的民心工程。

其中，滨城区将集中建设城市综
合体、休闲娱乐、文化旅游、高端商贸
等重大项目，发展以服务业为主体的
城市经济；邹平县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提升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
服务等产业规模，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比重提升；惠民县扎实开展省级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大力发展
为“三农”服务的各类农村服务业态。
着力加快优势城区培育，力争到年底
全市10个重点城区服务业增加值占
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较去年同
期提高2个百分点，投资占全市服务
业投资比重达到60%以上，滨城区和
邹平县城区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
主的产业结构。

3 日上午，滨州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团成员作品展在滨

州市体育美术馆举行。此次展

览从筹备到展出历时数月，展

出田宝礼、王方正、李瑞平、赵

先闻、赵紫林、张志斌、李玉泉

26位画家近期创作的 100多幅

精品画作。参展作品整体格调

清新、立意高雅，有着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

本报通讯员 张家会

赵子磊 本报记者 赵树行

摄影报道

百幅精品

迎“两会”

新“国五条”连锁反应初见端倪

二手房交易市场“草木皆兵”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杨玉

龙) 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新“国五条”细则，坚持执行
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调控政
策，坚决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
其中，对二手房交易征收差额
20% 个税成为最大看点。滨州
二手房市场有何反馈？3日，记
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2013年 2月 20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了五项加强房地
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3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继
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
通知》，从内容上来看，是对“国
五条”的细化。其中关于第二条

“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中
规定了具体措施：“税务、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要密切配合，对
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
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征管、房
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
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
得的20%计征。”此项措施引起
市民极大关注。

3日，听到新“国五条”消息
后，刘先生有些着急，因为几个
月前他就开始准备购买婚房，

“我看好了黄十渤十吉泰阳光
的一处房子，房主还在外地，如
果新政策实行后，房主就要交
几万元的个税，就害怕到时候

他涨价，还是抓紧买了吧！”
在黄河十路渤海九路路口

附近的福局房产，客户经理魏
鲁真说，“今早就有个打电话咨
询的，准备给家里老人买套小
的，问价格会不会涨，还让我多
给他留意点。”这两天像这样咨
询的人挺多。

在附近的环海不动产，经
理韩飞介绍，最近两天找她咨
询“国五条”政策的人也不少。

“买房子的担心会涨价，卖房子
的却担心会赔。今天早晨就有
个客户开着奥迪赶到我店中，
询问征收差额20%个税从什么
时间开始，他有个150平米价值

70万的房子赶紧在这挂牌了。”
韩经理分析，以这位客户

150平米的房子为例，如果按新
政征收差额 20% 个税，那么他
40万买的房子卖70万，就要上
交 6万元的个税，“这在滨州足
够影响二手房楼市了”。“对滨
州来说，这些卖二手房的大都
是换大房子，其中也有些是做
投资用的，如果出台新政，投资
楼市的人就少了，二手房源也
少了，生意可能会不好做。”韩
经理说，“如果卖房人把个税转
嫁到买房人身上，那么二手房
房价会升高，买主可能会选择
新楼盘。”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王文章) 记者从市财政局
获悉，2013年，滨州市共核定小麦种
植面积328 . 93万亩，补贴农户57 . 81万
户，发放粮食直补资金4605 . 00万元，
农资综合补贴资金3 . 65亿元。

为确保第一时间将粮食直补和
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
根据省财政厅统一部署，滨州市在1

月23日收到补贴资金后，1月24日便
立即拨付到各县区财政。截止目前，
滨州市2013年对种粮农民补贴资金
全部通过“山东省涉农补贴一本通”
系统拨付到种粮农民直补账户。至
此，滨州市2013年粮食直补工作已圆
满完成。

本报植树活动火爆

要参与的请抓紧啦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刘新萍) “就像你们在报
纸上说的，春天是一个播撒希望的季
节，能在春风中参加植树活动是一件
让人特别舒畅的事，到时不但我自己
和家人要过去，我班里的20名学生也
要一起参加。”3月1日上午，滨州职
业学院的吝老师拨打本报热线说。

在今年3月12日植树节前夕，本
报联合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指挥部
办公室、滨州市执法局将在3月10日
开展大型志愿者义务植树活动，3月
1日活动报道刊发后，不少市民纷纷
致电本报要求参加，不少单位还提出
要集体报名。

相比较单位，市民的热情也一点
也不逊色，不少市民拨打本报热线表
示要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现在
除了上班之外，能和家人和朋友一起
参加的活动还真是不很多，尤其是公
益类的，在春天里参加这样的植树活
动实在是个不错的选择。”市民孙女
士报名时说。

本次植树活动以“争创国家园林
城市，构建美丽和谐滨州”为主题，时
间定在3月10日上午9：30，地点为渤
海十五路北外环附近的喜鹊湖公园。
报名电话：3210021,3211123

今年粮食农资直补完成

发放资金4 . 11亿元

首届食品安全培训班举办

3月1日，由滨州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主办的全市首届食品安全
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来自市里及各县区的食品安全工作
负责人共16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在为期一天的食品安全工作培训班上，山东省食安办监督检
查处刘玉东处长以及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赵长峰教授分别就

《培训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及食品安全应急处置等相关知识》、《培训
食品安全基础知识》等进行了讲解，对食品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以期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本报通讯员 贾钧芳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3月1日，山东省政法委考察组对“感动齐鲁政法人物”正式候选
人——— 惠民县李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敏进行考察。同时考察组通过对
张敏所在单位的干警、辖区服务对象等共计20余人进一步了解了张
敏工作实绩、主要特点和各方面的表现情况。

在当前山东省政法委和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感动齐
鲁政法人物”评选活动中，全省共有30人成为“感动齐鲁政法人物”
正式候选人。滨州市除张敏之外，无棣县人民法院碣石山人民法庭
庭长田新民也入选正式候选人。

本报通讯员 董士达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张敏入选“感动齐鲁政法人物”
正式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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