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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定调明年经济发展

稳稳住住经经济济运运行行 平平衡衡协协作作增增长长

挂失
滨州市鲁林工程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
丢 失 ， 税 号 ：
372301863109984，特此
声明。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
晓霜) 30日下午，全市经济工作
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光峰结合滨州实际，阐
述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一
些变化及应对措施，会上还提出
了明年的预期目标，即全年生产
总值增长8 . 5%左右。

张光峰会上提到，“新常态”
的“新”就是经济发展呈现的三大
新变化，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换
挡回落，滨州从过去两位数左右
的高速增长转到了一位数的中高
速增长，增速回落是新常态的基
本特征。其次是结构优化，全市第
三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消
费的贡献率比 2 0 0 5年提高了
14 . 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到2011
年以后均超过了GDP增幅，区域
差距逐步缩少。第三是经济从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第一
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同时一定要坚定不移、弛而
不息地推动发展提质增效、产业
转型升级。滨州新常态下的“稳”，
重点不是稳住高速度，而是稳住
经济运行，实现平衡协作增长。新
常态下的“进”，核心不是“扩量”
而是“提质”，着力点是结构调整
和深化改革，调速不减势，量增质
更优。

会上还提到，预计今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
纯收入预计分别增长9 . 5%左右
和12 . 5%左右。明年的预期目标
为，全年生产总值增长8 . 5%左
右，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9 . 5%
左右，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9%左右和10%
左右。

新常态下，增长速度转向中
高速，产业发展迈向终高端，经济
结构重组和发展动力重塑过程
中，做好“加减乘除”，即加法上城
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
的动力，一个是投资方向，一个是
消费。体育产业将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
减法上，就是淘汰落后产能，抓好
节能减排；乘法上就是对公路、铁
路、港口、水利等交通基础设施继
续加大投资力度；除法上就是消
除贫困，进一步加大保障困难群
众生活。

本报讯 博兴县审计
局以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
素质为目的积极引导审计
人员树立绩效审计理念。

从日常的各项审计入
手，在保证财务资料真实、
合法、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
讨绩效审计的方法，以提高
审计人员运用绩效审计的
理念解决一般财务审计不
能触及的领域。

以财政财务审计为切
入点，积极探索绩效审计在
常规审计中的辐射面。把财
政资金审计作为开展绩效
审计的切入点，重点揭露损
失浪费、管理不善以及体制
机制性缺陷等问题。在常规
审计实践中融入绩效审计
的理念，提高审计评价体系
的科学性。

(池淼)

博兴县审计局：

贯彻“绩效”审计

本报讯 近年来，博兴
县审计局不断加大“三公”
经费审计力度，主要结合财
政审计、政府投资审计和经
济责任审计等项目类型，全
面关注被审计单位“三公”
经费支出规模、比例及其真
实合规情况。重点查处招待
费超标、违规用公款旅游、
公务用车超编超标及私设

“小金库”和滥发津补贴等
方面问题。在“三公”经费审
计中，该局跳出一般账面审
计，大量采用职能对照、对
比分析和延伸审计调查等
审计方式方法，确保隐形

“三公”查得出，打得实。
(池淼)

严查“三公”经费

违纪违规问题

解读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滨州自身情况来
看，加快发展的基础条件基本具备，骨干产业的产能效益开始释放，一批重点项目也开始投运。
2015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指标初步确定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 . 5%左右，滨州要想实现跨越发
展，必须放慢发展速度、转型升级、深化改革，用平稳的发展速度来实现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推
动历史新跨越。

用用平平稳稳发发展展换换经经济济高高质质量量高高效效益益

◆结构转调，变规模最大为质量、效益最优

做好新常态下的经济工
作，就要把握住转型升级的
速度、质量和效益。新常态之

“新”，意味着不同以往，主要
体现在速度变化，正从过去
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转
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以
及发展方式和结构优化上。
就滨州来说，扩大经济总量
与提升质量效益的矛盾更为
突出，结构转调的任务更为
繁重，创新发展的动力更需

要增强。必须要抓好现有产
能质量效益提升，要从追求
规模最大转向管理最优、质
量最优、效益最优。要化解过
剩产能，对电解铝、钢铁、石
油炼化等行业，原则上一律
不再新上扩产，并借机淘汰
落后产能、落后技术和落后
设备。加大技改投入，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质
量和效益。

同时，要围绕市场需

求，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以及
招商引资，并抓好开发区、
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地方活
力。实施北海开发战略，发
展循环经济。将滨州、邹平
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打造成
产业发展高地，提升高新区
产业发展层次。特别是要抓
好商事登记改革，搞好便利
化服务，充分释放民营经济
发展活力，促进总量扩张、
质量提升。

◆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新型商业模式

现代服务业既是区域经
济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延
长一二产业链条、提升城乡
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
抓手。要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发展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
态。同时发展文化体育、养老
家政、教育医疗等产业；发展
现代旅游业，强化旅游景区、
景点开发和市场营销，重点
打造一批城市旅游品牌和乡
村旅游新亮点。

在服务业重点项目上，
引进大连万达、苏宁等大品

牌工作进度，力争实现城区
大型服务业设施的突破。同
时发展现代商业模式，发展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营
销模式，继续加大培育力度，
支持博兴草柳编、沾化冬枣
等特色产品扩大网上购销规
模。要继续培养电商示范市
场、示范企业，深化大中型企
业电子商务应用，引导中小
微企业依托第三方电子商务
平台开展业务。

滨州是农业大市，农业
经济基础良好，抓好农业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要推进农
业结构调整，在稳定粮食生
产基础上，研究好效益农业
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抓好
服务京津冀的“果盘子”、

“菜篮子”工程，建设一批无
公害和标准化生产基地，推
动果蔬产业化经营。并加快

“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
转变，发展优质特色、市场
紧缺的农业产品。还要注意
研究好生态循环农业，减少
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减少
面源污染。

◆规划先行，打造10分钟便民服务圈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滨
州要坚持富规划、穷开发，建
设宁可慢点也要规划好。做
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
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三
规合一”试点。着眼城市长远
发展，坚决不能把住宅区一
层建成沿街营业房。出台《幸
福社区规划》，建设一批教

育、医疗、超市、银行、农贸市
场等便民服务设施，打造10
分钟服务圈。

同时提高城乡管理水
平。重点提升好老城区环境，
突出抓好集贸市场、乱停乱
放、道路秩序的综合整治，做
好街景改造，缩小新老城区
差距。抓好农村道路“三通”
工程建设，确保明年工作顺

利结束。抓好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规划建设10平方公里
的黄河风情区，提升“四环五
海·生态滨州”品牌。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抓好各级重
点镇、示范镇建设，研究好人
口聚集、创业就业、户籍改
革、产业结构、土地流转、基
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
化等各个方面政策。

◆就业、社保、教育、医疗、文化齐头并进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政府财力偏紧的情况下，
要提高民生支出使用效率，
就要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
生，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要实现
更高质量的就业，全面实施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权益
保障、公共服务3项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农民工待遇市民
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继续
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标准，由75元提高到
85元；确保市社会养老服务
中心年底前建成投用；全面
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将住院
大病医疗救助报销比例提高
到70%。

教育方面，要进一步提
高教育质量。发展学前教
育，重点推进农村学区幼儿
园、小学附设园和村办园建
设。改善困难乡镇、薄弱学
校的基本教学和生活条件，

加大教学设施、平安校车、
放心食堂等建设力度。全面
推进惠民工程建设。结合乡
镇住院起付线以上全报销
制度，推进基层卫生机构标
准化建设，年底前全部达到
省级标准。同时提高各类体
育场馆、文化馆、博物馆的
利用效率，做好农村健身设
施和器材建设维护，确保市
民活动中心一期工程按期
完工、免费开放。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各领域改革

2015年改革任务会越来
越重，滨州市要学会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扎实推
进。进一步简政放权，建立健
全“四张清单”，即行政审批
事项目录清单、行政权力清
单、政府责任清单、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规范行政权力运
行。加快监管方式转变，强化
对各类市场和公益事业的事

中事后监管。同时要深化农
村改革，农村承包土地确权
颁证力争明年全部完成，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
担保奠定基础，激发农村经
济活力。

再就是要深化投融资体
制改革，探索将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转为特别目的公司，
运用PPP模式解决港口、疏

港铁路、社会养老服务中心、
城市供热、气化滨州等项目
融资问题。设立和发展好各
类政府引导资金、创业投资
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种子基
金等，放大财政资金带动先
进制造业和新型服务业发
展。同时，还将加快推进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城乡发展一
体化等方面的改革进程。

相关链接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
晓霜) 今年以来，滨州全市把握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实干，
攻坚破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
平稳健康的良好态势。转调创取
得了积极进展，重大工程和重点
项目顺利推进，城乡面貌发生明
显改变，改革开发取得新突破，同
时社会民生事业也得到持续改
善。

虽然今年经济形势严峻、发
展任务繁重，但滨州市经济社会
发展仍保持了平稳健康的良好态
势。预计地区生产总值2255亿元，
增长7 . 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87

亿元，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1746亿元，增长15 . 1%。其中，在
转调创方面，滨州市加强自主创
新，工业链条延伸取得新成效。应
对严重旱情，农业喜获丰收，粮食
总产306万吨，增长14 . 9%。

城乡面貌发生明显改变。沾
化撤县设区，城区面积扩大，实现
市城区沿海发展。“三桥十路”基
本完工，“三馆一院”部分交付使
用，市民活动中心建设和市污水
处理厂扩建顺利推进，新立河风
景带提升工程一期建成开放，秦
皇河北延工程一期完工，棚户区
改造项目完成目标任务的144%。

“转调创”积极进展

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王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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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博兴县审计
局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难点问题，“四加强四结
合”突出审计重点，强化审
计监督，服务改革发展。

切实加强“三公”经费
审计与转变作风相结合。围
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聚
焦“四风”，进一步加大对

“三公”经费、会议费等费用
的跟踪审计力度。

切实加强经济责任审
计与反腐倡廉相结合。努力
扩大经济责任审计覆盖面，
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
发展观和政绩观。

切实加强民生专项资
金审计与改善民生相结合。
强化对教育、医疗、环保等
民生资金和民生项目的审
计，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切实加强审计队伍建
设与提升素质相结合。将队
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立
业之本，强化审计机关班子
队伍建设。

(池淼)

博兴县审计局

强化监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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