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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接受在线访谈

今今年年1100件件民民生生实实事事列列入入工工作作重重点点
地方地税收入
首过一百亿元

本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张
立华 记者 邵芳) 在2012年
地税收入总量首过百亿的基础
上 ，2 0 1 3 年 组 织 地 税 总 收 入
120 . 67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
入100亿元。这是滨州市地税部门
组织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百亿
元大关，成为滨州地税发展史上
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3年，全市地税部门面临
的收入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经
济增速放缓，不少重点税源企业
效益下滑，地税部门面临着税源
性减收；另一方面，受“营改增”、
小微企业所得税调整等政策影
响，地税部门面临着政策性减收。

困难面前，全市地税部门从
市局到县(区)局领导班子都实行

“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协调解
决组织收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实行收入季度点评分析，查找
薄弱环节和增收潜力；开展领导
班子成员抓企业带行业工作，建
立重点税源管理模型，起到了示
范带动作用；突出重点企业、重点
行业、主体税种的税收管理，并挖
掘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
税等地方小税种的增收潜力，促
进了全市地税收入稳健增长。

魏相锋、王玉莲他项权
利 证 丢 失 ， 证 号 :
T20101074，声明作废。

2014年新年伊始，滨州市经济社
会发展将站在新的起点上，市民对滨
州下一步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的预期
和关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各项改革，扎实
改进工作作风，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于1
月7日上午10时做客“中国滨州”在线
访谈，就滨州市大事小情回答网友提
问，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是继“黄蓝”两区开发之后
滨州迎来的新战略机遇。2013
年8月份，《山东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发展规划》正式印发，这对
于滨州的发展来说，无疑是起
到巨大的带动作用。“滨州有很
多优势和潜力，正好可以借此
机会发展经济，拉长产业链，促
使更多资金流入，借助省会城
市的交通优势，让滨州可以‘走
出去’。”崔洪刚表示，港口物
流、产业承接、城市“菜篮子”、
产业配套、休闲旅游服务都是
滨州下一步要加强对接的努力
方向。

滨州港作为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将对
兄弟市的发展形成带动作用。

“2013年10月份，滨州港已成功
实现试通航。现在，随着高速、
铁路等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
港口腹地将得到快速拓展，辐
射带动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崔
洪刚介绍，滨州市的另一大优
势是拥有着182万亩未利用地，
可以有效化解项目用地需求，
有利于产业转移。特别是规划
的30平方公里的“飞地”试验
区，将吸引兄弟市到滨州共建

园区、投资兴业。滨州紧靠黄
河，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滨州拥
有240海里的海岸线，人文底蕴
深厚。

2010年，滨州市委、市政府
提出“举全市之力建设北海新
区”，几年来，一片盐碱不毛的
地上，开通了道路，建设了港
口，建成了码头，水电、通讯、供
暖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产业
招商成效明显，各项工作都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北海新区已
经成为滨州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下一步我们的经济产业重
点也要放在北海。总体目标是

‘两年苦干、三年成形、五年崛
起北部产业新城’。”

“加快工程建设的关键问
题是5—10万吨的深水航道工
程。我们正在对深水航道工程
抓紧组织论证和招投标，从今
年1月份开始，力争用18个月时
间，完成西防波堤建设和深水
航道开挖工程。在疏港道路、铁
路建设上，争取2年时间完成疏
港配套。”崔洪刚表示，同时做
好高速公路、滨港铁路二期等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培植产业
集群，实现与黄骅港的对接，全
力推动北海开发建设。

借势发展
加快融入省会城市经济圈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
终目的，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
事。去年，滨州市承诺的16件民
生实事已经全部圆满完成，得
到百姓赞誉。“16件实事圆满完
成，今年我们又把10件民生实
事列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以
期更好地为解决群众关心关注
的问题。”崔洪刚介绍，像公交
便民、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
群众关注度较高的问题，都将
是2014年工作的重点，“我们将
进一步加大投入，每年都办一
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
好事，努力改变人民群众的衣
食住行条件。”

黄河大桥收费问题，一直
以来群众非常关注，意见也很
大。崔洪刚介绍，这件事也被列
入2014年10件民生实事当中，
将积极协调山东高速集团，力
争上半年彻底解决收费问题。

“再比如，在新立河上新建黄河
四路、十路及长江三路3座桥梁
也被列入进来，2014年将打通8
条城区‘半截路’，以满足群众
出行要求。”

就业是民生之本，截至去
年底，滨州市已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7 . 2万人，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16 . 4万人。“今年
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力争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 . 5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万人的目
标。”崔洪刚介绍，农村“三通”
工程也是2014年滨州市工作的
重点。“目前全市已累计投资8
亿元，完成1148个村庄的2787
公里的农村公路建设。2014年
我们要力争投资10亿元，完成
1850个村的4100公里的农村公
路建设，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
经济发展带了的实惠。”

崔洪刚介绍，让百姓享受
到更为均等、便捷、廉价、优质
的公共交通服务是民生问题的
一大重点。邹平县、博兴县分别
在2010年、2011年率先在全市
实现了城乡公交一体化。特别
是邹平县，实现了县城、乡镇、
农村三级公交一体化改造。截
至目前，已完成滨州市区到惠
民、博兴、阳信的改造试点，取
得了良好效果。“今年，我们再
次将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列入
市政府‘十大便民工程’，计划
在今年基本完成各县区至乡镇
公交一体化改造任务，让老百
姓真正享受到高效便捷优质的
交通服务。”

关注民生
上半年解决黄河大桥收费问题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做客“中国
滨州”在线访谈。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调研环海公司

城城区区和和民民生生工工程程建建设设有有更更大大保保障障
本报1月7日讯(通讯员 李

军帅 记者 阚乐乐) 7日，滨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对滨
州市环海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
司进行调研。环海公司将依托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构建城市
资源特许经营的核心产业，为滨
州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
可持续建设及运营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形成城市建设与公司发
展的良性互动。

今年，经市委、市政府研究，
决定成立滨州市环海公用事业
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市城区基础
设施和民生工程项目的投资建
设与运营主体，业务涵盖城市供
水、排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
事业建设运营，城市道路、桥梁、

地下管线、水系、绿化工程等基
础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整
理，保障房建设，城中村棚户区
改造，新型社区建设，房地产开
发，工程代建等。目前，公司已依
法注册，健全完善了领导机构、
内设机构和一系列规章制度，确
定了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到岗到
位，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据介绍，环海公司成立后，
将坚持创新、高效建设、经营城
市，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
境效益统一的宗旨，紧密结合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公用事
业发展，不断完善公司总体发展
战略，通过资本运作和产业整合
做好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

沾化农社处
获省级殊荣

本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张
丽霞 记者 赵树行) 近日，沾
化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处被
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表彰为

“2013年度全省居民养老保险经
办管理示范单位”，成为本年度滨
州市唯一获此荣誉的单位。

2013年以来，沾化县农村社
保处在县委、县政府及县人社局
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业务
部门的大力指导下，积极组织开
展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
理示范点”创建活动。该处不断加
强了“三基建设”即基本制度、基
本设施及基本队伍建设。在确保
社保基金安全，管理规范的前提
下，积极整合新农保和城居保经
办工作，全力提升了管理服务水
平，将该处打造成为“流程统一、
操作规范、管理高效、服务到位”
的示范单位，走在了全市乃至全
省的前列。下一步，该处将总结经
验，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努力推
动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工
作再上新台阶。

沾化民政局创建
19特色品牌科室

挂失

本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马
洪磊 秦春宪 记者 王泽云 )

沾化县民政局以创建“爱心民
政、阳光民政、法制民政、数字民
政”服务品牌为载体，实施品牌推
动战略，以品牌创建提高民政工
作科学化水平。

据悉，该民政局各相关业务
科室共确定创建19个特色品牌，
如婚姻登记处的品牌是“幸福之
舟”，寓意是乘着幸福之舟，婚姻
从这里启航。该民政局办公室的
品牌是“五勤服务，六心保障”，即
腿勤、眼勤、耳勤、手勤、嘴勤和专
心、耐心、贴心、爱心、用心、细心。

通过在日常工作中植入“品
牌”理念，在民政系统着力打造“爱
心民政、阳光民政、法制民政、数字
民政”的服务品牌，着力建设“理念
最新、态度最好、效率最高、成本最
低、队伍最廉”的服务型机关。

作为农业大市，如何抓好粮
食生产，发展现代农业是滨州现
阶段面临的问题。“除了完成年
产61亿斤粮食的任务之外，还要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科技兴
农不乏，扶持壮大农业龙头企
业，推进农村改革。”崔洪刚介
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点是
水利建设，“要做到旱能浇涝能
排。”同时，要重点抓好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盐碱地改良和91个市级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让农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另外，要做农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土
地流转，发展家庭农场，借企业
的力量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才是最根本目的。”

滨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
气环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为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滨州市专门出台了《滨州市2013

年-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崔洪刚介绍，发展经济的同时也
要注重生态环境发展，“我们既
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下
一步将通过关、停、并、转重度污
染企业；治理工业废气污染；综
合防治扬尘污染；防治机动车排
气污染等方面优化大气环境，

“最重要的还是执法部门抓好执
法，做好检测，严厉查处排放污
染的企业。”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最有力
的就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去年我们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
了集中清理，共减少市级行政许
可项目157项，仅保留91项；减少
市级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130
项，仅保留12项，成为全省保留
审批事项最少的地级市之一。”
崔洪刚介绍，下一步滨州市将进
一步优化审批流程，以实际行动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洼地。

科技兴农
借企业力量发展现代化农业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中起着重
要作用。转型升级也是企业生
死存亡的现实挑战。我觉得在
推动转型升级上，最关键的问
题是创新。”崔洪刚表示，创新
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企业家
们必须要重视创新、舍得投
入、谋划好发展、引进人才，才
能实现持久发展，“据目前情
况来看，滨州市大部分企业创
新投入较小，下一步政府也要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企业
创新的积极性。今天的创新投
入就是明天的发展效益。”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
鼓励支持创新向企业倾斜。”
崔洪刚介绍，滨州市各个企业
的情况不尽相同，进行技术创

新也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
主 创 新 、联 合 创 新 、引 进 创
新、嫁接创新或者产业链延伸
创新。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抓手。这些年，京
博集团、愉悦家纺、渤海活塞
等都通过自主创新都实现了
跨越发展。在联合创新方面，
西王特钢、炜烨镍业通过强强
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模式，
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或者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组建战略联盟、改造传统
产业等方式来实现创新。创新
的路子很广，企业家们只要有
创新意识就是好事。同时，我
们也要创造‘创新文化’，在
鼓励成功的同时也要包容失
败，提高企业家们创业的积极
性。”

重视创新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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