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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全全国国文文明明城城 滨滨州州将将迎迎大大考考
滨州本月下旬将接受全省测评，12月上旬接受全国测评

本报11月11日讯(通讯员
张慧金 记者 王晓霜) 作为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滨州将
在11月下旬接受第五届全国文
明城市的第一年年度测评。为
此，11日，滨州市专门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议，全
面启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动员
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进入突击
阶段和临战状态，全力以赴打好
创城“冲刺战”和“攻坚战”，实现

“开门红”。
去年，滨州市决定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资格城市，今年获得了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资格。对

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滨州有基
础、有条件、有优势。通过前段时
间的全国卫生城迎审工作，滨州
市多少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
题今年都解决了，城市基础建
设、管理水平、社会文明程度都
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明显提升，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第五届全国文明城
市评选周期为2015-2017年，前两
年进行年度测评，第三年进行综
合测评，三年测评结果分别按
20%、30%、50%比例计入评选总
分，依据总成绩确定第五届全国

文明城市名单。今年的文明城市
测评将于本月下旬开始，先是进
行全省测评，紧接着是12月上旬
进行全国测评，时间较为紧迫。同
时，测评要求非常严格，新《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由3大版块、
12个测评项目、90项测评内容、
188条测评标准构成，全面涵盖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并设置了负面清单，共涉及到
10个领域、30个项目。此外，创建
文明城市竞争激烈，山东省参加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有济
南、日照、莱芜、济宁、滨州和泰安

6个城市，而名额仅有2—3个。
在为数不多的时间里，滨州

市要进一步抓好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从现在开始，按照测评要
求，对主次干道、商业大街、公园
广场、城市社区、集贸市场、车站
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普查，对
硬件基础设施该更新的更新、该
修缮的修缮。抓好城区秩序管
理，尤其要加强对交通秩序、市
场秩序、卫生环境的专项整治，
并通过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志愿
服务活动等方式，引导广大市民
自觉讲文明、守秩序。进一步规
范窗口行业管理。加强对审批中

心、医院、商场、车站、出租、公
交、宾馆、饭店等必查行业窗口
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规范上岗
行为，增强服务意识，推行文明
服务用语，健全投诉处理机制。

为迎接此次测评，滨州市成
立了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
创城工作领导小组，和分管市领
导为组长的五个专业组，组建了
创城办集中办公。并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谁丢分谁担责”的原
则，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以创
建文明城市为“龙头”带动其他
创建工作，做到“多城联创、多城
联建”。

滨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吕德章谈滨州发展

高高污污染染高高耗耗能能项项目目将将全全部部放放弃弃
滨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吕德章介

绍，前三季度，滨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28 . 1亿元，同比增长6 . 7%，与年初计划
8 . 5%左右有一定差距，但也在可控范围，预
期空间之内。总体上，滨州市经济保持平稳
健康运行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滨州“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十易其
稿，目前正处在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阶段。

主动放弃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吕德章介绍，今年以来，滨
州经济发展较为平稳健康。其
中，工业生产稳中有升，1-9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
8 . 1%；投资增速逐步回升，前三
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53亿
元；1-9月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42 . 2亿元，增幅居全省第1
位；截至9月底，全市实现进出口
总额60 . 9亿美元；1-9月，全市教

育、就业社保、卫生计生等十三
项民生支出同比增长9 . 8%。“总
体看，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的形势下，在我们主动放弃了一
些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前提
下，前三季度全市经济保持了平
稳健康势头。”

“今年，我们启动了‘十三五’
规划编制，截至目前《纲要》已经
十易其稿，目前仍处在征求意见

和修改完善阶段。”吕德章表示，
截至9月底，滨州共争取各类无
偿资金12.11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的11 . 5亿元水平，创历年最好成
绩。截至目前，共三批次争取国
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36个，获得
21.94亿元的项目资本金支持，居
全省各市首位。争取省重点项目
8个，并筛选确定市级重点项目
100个，谋划储备国家重大工程包

项目129个，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
目动态保持820个左右。另外，继
续推进实施“气化滨州”战略，全
面推动了中石化济青复线滨州
支线等重点工程建设。此外，济
滨城际铁路、环渤海城际铁路建
设也已提上日程。对接京津冀取
得重大突破，经过多方做工作，
滨州已正式写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十三五”规划。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滨州5项目进入国家发改委PPP项目库

“推广运用PPP模式，有利
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降
低系统性风险，是改进政府公
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吕德章
介绍，PPP是个英文缩写，第一
个P指政府，第二个P指私人组
织，第三个P指合作，合起来就
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

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
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
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
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
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
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最
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
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公
布了首批PPP推介项目，滨州
市滨港铁路二期工程、长深高
速高青至广饶段工程、环渤海
高等级公路、市域天然气高压
管线建设项目、市社会养老服
务中心等5个项目进入国家发
改委PPP项目库，面向社会公

开发布。“下一步，我们要形成
‘四个一批’的PPP项目运行态
势，即：‘实施一批、核准一批、
储备一批、谋划一批。以此，增
强社会资本信心，更好地激发
出民间投资的活力。”吕德章
说。

4大战略、9项政策、23个重大工程上报国家和省“十三五”规划

吕德章介绍，为巩固“十二
五”时期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
科学谋划好滨州市“十三五”时
期发展，今年年初，滨州市发改
委整理上报了滨州市争取纳入
国家和省“十三五”规划的4个重
大战略、9项重大政策和23个重大
工程。主要包括：推进环渤海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打造京津冀一
体化产业转移高地、建设国家级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深化滨州

未利用地开发试点工作、推动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建设、
建设滨州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建
设环渤海高铁快运通道、加快滨
州大高通用航空机场建设等等。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黄大
铁路、滨港铁路二期、济滨城际
铁路寿邹铁路博兴至邹平段等
铁路项目；济滨东高速、埕口至
临淄高速公路埕口至沾化段工
程、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工

程、青银高速邹平段扩建工程、
滨惠大道等公路项目，也将在

‘十三五’时期开工建设或建成
投运。”吕德章说。

“今年，滨州市争取省重点
项目8个，涉及能源交通、服务
业、节能环保、新兴产业、工业转
型升级、农林水利、社会民生等
领域，项目争取数量创历史新
高。”吕德章介绍，在推进重点项
目管理工作方面，滨州还确定了

市重点项目100个，总投资238亿
元，其中2015年计划投资328亿
元，投资额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的16%。“下一步，我们将抓
好项目开工，力争省市重点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目标。并在确
定市重点项目时，增加了‘重大
前期项目’这一类别，目的是更
好地帮助项目主体完成前期手
续、早日完善建设条件、早日促
成开工建设。”

7年累计投资医改96亿元，打造起全民医保的制度框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是
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
工作。吕德章介绍，滨州市的医
改工作自2009年启动以来，各
级政府累计投入已经超过了96
亿元，打造起了全民医保的制
度框架。截至目前，全市职工和
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超过了98%，城乡居民住院

实际报销比例较改革初提高了
20多个百分点；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实现了基层全覆盖，药品
价格平均下降37%；全市86处
卫生院在全省率先推行乡镇住
院200元起付线以上全报销制
度；在全市打造了15分钟就医
圈；连续5年圆满完成了11类基
本和6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6个县区的13家县级公立医
院，分两批启动实施了综合改
革试点，试点医院全部取消药
品加成。总体上看，全市医改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人民群
众特别是基层群众享受到了实
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吕德章表示，今年滨州市把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主

攻方向，继续深化6个县区13家
县级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补偿
机制、价格机制、药品采购、人事
分配等改革，并及时做好总结评
估工作。同时，还将进一步统筹
推进医疗保障、分级诊疗、公共
卫生服务、社会办医等相关领域
的改革，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
更多的实惠和好处。

滨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吕德章。

城管系统举行

岗位技能大比武

本报11月11日讯 (通讯员
吴成波 李明 记者 郗运红 )

11日，由市总工会、市住建局、
市城管执法局联合举办的全市城
管系统第七届岗位技能大比武活
动在滨州中海观演广场举行。按
照城市管理工作特点，对大比武
的岗位划分为城管行政执法类、
环卫保洁管理类、园林养护管理
类、路灯维护管理类、市政养护管
理类5个类别，共计48名选手参加
比武。

比武活动采取业务知识笔试
和现场实践操作两部分进行。开
幕式结束后，专业技能比武选手
在各专业比武现场进行理论考
试，然后进行各类别专业技能现
场操作比武。

在环卫机动设备快速保洁的
比赛处，两处60平米捡拾区域内
分撒着乒乓球、纸团、烟盒、广告
纸、塑料瓶和烟头，要求参赛选手
们在8分钟内完成操作程序。路灯
养护类比武现场，零乱的电器元
件件摆放在比赛桌子上，参赛选
手需要在所给的元件中选出合适
电器组装成一套可以正常开启的
亮灯线路。“路灯养护的比武不仅
考验参赛选手对元器件认识了解
程度，还考察选手对定时器的使
用、线路链接、工作效率等选手技
能的综合能力。”滨州市路灯及城
市亮化管理处路灯管理科科长商
新贞说。

“唉，还是有点慢了。我的那
个元件有个坏了，又换了一下耽
误时间了。本来能快点的。”阳信
县路灯管理所马胜利遗憾地说。

经过紧张有序的笔试和现场
操作考核，最终由无棣县城管局
李文柱、市环卫处周洪亮、市园林
处付可聪、市路灯处于风华、无棣
县市政处王龙普分别获得比武大
赛五大类别的一等奖。

同时，滨州市城管系统第七
届岗位技能大比武队列会操比赛
在滨州中海观演广场举行。来自
滨州市直、各县区、城区各办事处
共11支队伍参加，邹平县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博兴县城市管理
执法局获得队列会操比赛一等
奖。

环卫机动设备快速保洁比赛
现场。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

市政养护管理类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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