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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2016年全市GDP预期增长7%左右

““六六突突破破””指指明明新新常常态态下下““怎怎么么干干””

沾化县影院宾馆税务
登记证正本丢失 ,税务登记
证号：372325630802002MO,

申请挂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孟令辉丢失浙商保险
商 业 险 发 票 ，流 水 号 为
R153716100279312，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山东邹魏三园一
区住宅楼工程，现己到结算
阶段；凡在本工程的施工人
员工资及材料货款未清算
债权；请在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公司结算；逾期
自 负 ；联 系 人 ：卢 先 生 ：
13957774255。
特此公告！。

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
晓霜) 2016年是滨州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
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
坚之年，如何在新常态下努力
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19日上午，滨州市经济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聚焦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2016年滨州要从扩大
投入、创新驱动、统筹城乡建
设、深化改革、对外开放、防风
险促和谐六大方面“发力突
破”，实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突
破发展。

2015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
新常态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

如果说上一次经济工作会议重
点提出和阐释“新常态”的话，
那么这次会议的着力点则放在
新常态下“怎么干”。按照要求，
滨州市初步确定今年主要预期
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
左右，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增长8%左右，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
和7 . 5%。

2016年滨州要在扩大有效
投入上发力突破，现阶段的投
入要在抓大项目、上好项目上
聚焦，在提高投资有效性、精准
性上发力。要加大对重点战略、
产业、区域、项目投资力度，围
绕“补齐短板”的铁路、港口、能
源、水利、信息、市政等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围绕“民生事业”
的重大公共服务项目投入。在
实施创新驱动上发力突破，中
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也是许多出境游客不惜重
金从国外“扫货”的重要启示。
就滨州而言，初级产品多、占比
大、链条短、质量效益不高等问
题，其实也是不适应市场需求，
创新不足。2016年滨州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
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
展新兴产业的关系，主动减量
坚决化解过剩产能，引导增量
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在统筹城乡建设上发力突
破，统筹城乡首要在于推进新
型城镇化，要把新型城镇化的

着力点放在以人为核心上，放
在群众安居乐业上，紧密结合
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去库存
等各项工作，推进外来务工人
员市民化、城中村和城边村原
有居民市民化，以及农村就地
转移人口市民化。

2016年要在扩大对外开放
上发力突破，滨州要在全球范
围内配置资源，加快构筑“外
经、外贸、外资”互为促进、齐头
并进的对外开放体系。促进产
品升级换代，加快改善供给结
构，努力实现“买全球、卖全
球”。推动滨州市产品、技术、服
务的全产业链出口，加大先进
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
进口。

1月15日，滨城公司派出带电
作业班来到滨州市最大的农业园
区，对输电线路进行配变带电接
火作业，以不停电作业的方式保
障农业园区的正常工作。

本次带电作业的顺利施工，
不但完善了该区的电网建设，也
保障了其在春节期间以及将来的
用电可靠性，滨城供电公司始终
坚持把做好带电作业工作作为推
进优质服务、提升供电效率的重
点工作来抓。首先在规程制度建
设上狠下功夫，制订带电作业专
业安全规程及带电作业工具的管
理规定。确立作业前勘查、申请、
初审、批准的制度，即便是在如此
高强度的工作中，全体带电作业
人员在工作中都能始终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从细节入手，从小事
做起，从每一个细节上为客户提
供真诚服务，不但得到了广大客
户的一致赞誉，而且减少了因线
路停电给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韩志伟)

滨城供电公司：

带电作业助力市

最大农业园发展

定调扶贫，今年出资5500万元

两两年年内内滨滨州州实实现现全全面面脱脱贫贫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

晓霜) 19日下午，滨州市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召开，记者在会
议上了解到，滨州市贫困人口
规模较大，扶贫任务很重，经过
努力，2015年底全市贫困人口
仍有11万人。对此，滨州市提出

“到2017年全面实现脱贫”的目
标，向贫困发起总攻，实现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确保滨州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
会。

自1994年以来，滨州市开
展农村扶贫开发，以年均减贫
脱贫3—5万人的速度不断推

进。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滨州
全市农村贫困人口由30万减少
到2015年底的11万人，占农村
总人口的比重由10 . 7%下降到
4%，而且，贫困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明显改善。打赢脱贫攻
坚战，关键是解决好“扶持谁、
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
题。滨州市确定了要在实施就
业扶贫、生产脱贫、加大金融扶
贫力度、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
底脱贫、解决贫困人口生产生
活难题方面发力，打出精准扶
贫“组合拳”。

滨州市要不断提高企业吸
纳劳动力的能力，全力实施就业

脱贫。进一步发展壮大地方企
业，鼓励企业尽可能多地创造就
业岗位，通过稳定的就业收入实
现困难户脱贫目标。鼓励家政服
务、物业管理等公司就近吸纳贫
困人员，进行全日制、半日制等
兼职性劳动。鼓励创业创新，采
取以奖代补、提供小额贷款或贴
息，鼓励他们依靠自身力量脱贫
致富。

扶贫先扶智，从解决贫困根
源着手，全力实施教育脱贫。增
加财政投入，重点对全市农村贫
困家庭中的学生，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实行资助全覆盖，学
前适龄儿童免收保教费，普通高

中免除学杂费。实施“全面改薄”
工程、全面解决“大班额”问题，
并选派城镇教师到贫困村开展
支教政策。同时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实施“雨露计划”，确保有意
愿的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
一门致富技能。

滨州市无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口占比较高，对于他们要努力
做到贫困群众“应扶尽扶”、“应
保尽保”。今年市级财政将拿出
5500万元用于扶贫工作，要不断
提高低保保障水平，提高农村特
困人员供养水平。开展医疗保险
和医疗救助扶贫，保障贫困人口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京博为全县2900位老人送去87万敬老金

88年年发发放放660000余余万万元元敬敬老老金金
本报1月19日讯(通讯员

马红 记者 李运恒) 19日上
午 ,京博控股的十几名义工分
成几个小组为博兴县全县90岁
以上的老人及部分村70岁以上
的老人送去了敬老金，据统计，
此次总共为全县2900余位老人
送去了敬老金，共计87万余元，
自2008年活动开始以来，京博
控股已经发放敬老金总额600
余万元。

19日一大早，京博控股义工
就开始在筹备发放敬老金的事
宜，一位义工介绍，自2008年开
始，京博控股就开始为老人送敬
老金，今年已经是第8年，标准是
每位老人300元。上午记者跟随
京博义工来到湖滨镇，并亲手把
35400元敬老金送到镇老龄办工
作人员手中，而湖滨镇所有的村
将会把这些钱领回村，并逐一发
送到每位老人的手中，在曹王镇

记者跟随京博义工等一起来到
曹王三村任秀英家中，任秀英今
年已经104岁，义工们询问了老
人的饮食和起居情况，并为老人
送下了300元敬老金，“老人精神
头不错，就是腿脚有些不便，最
近几个月一直卧床，平时吃饭也
很规律，有时候还要加餐。”任秀
英的儿媳告诉记者，“每年都给
老人来送敬老金，非常感谢京博
的关心。”任秀英只是全县20多

位百岁老人中的一位，除了春节
前送敬老金，京博控股还定期走
访孤寡老人，为敬老院老人送去
生活用品和衣物，多年来，奉献
爱心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

8年来，收到敬老金的老人
逐年增加，发放敬老金的总额
也不断增加。据统计，截至目
前,已累计发放敬老金总额600
余万元。

走访慰问老人

18日，市政府副市长、老龄委
主任万永格，在老龄委副主任、市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祖庆，市老
龄办主任寇崇佩的陪同下，到阳
信县河流镇刘庙村走访慰问老年
人。先后走访了92岁的张树芹及
71岁的马玉兴老人，与老人们亲
切交谈，了解他们的家庭及生活
情况，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慰问
品，提前为老人们送上春节祝福。
本报通讯员 赵军 朱鹏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影报道

※打造

“大流通”格局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
快建设一批现代物流园区、铁
路沿线货场，努力打造形成“大
流通”格局。加快发展电子商
务，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社
区，打造特色电商品牌。

※建套尔河

三千吨级航道

力争海港港区3万吨级航
道、5万吨级航道、锚地及套尔
河航道综合整治四项工程纳入
省公路水路“十三五”发展规

划。加快开展海港港区5万吨级
航道工程及2个5万吨级液体化
工泊位及码头二期泊位建设工
作。全面完成套尔河航道综合
整治工程前期工作，开工建设
套尔河港区3000吨级航道及防
波挡沙堤工程。

※滨港铁路

二期将开工

全力做好滨港铁路二期征
地拆迁工作，确保工程顺利施
工建设。做好环渤海城际铁路
天津至滨州段项目的争取工
作。规划建设好铁路物流，重点
做好煤炭物流园区和滨化物流
园区的规划设计，做好北海经

济开发区铁路和港航、公路的
综合交通体系开发利用，谋划
好阳信、惠民大型企业货运需
求与铁路物流衔接的专用线等
工作。

※济滨东高速

10月底前完工

全力推进济滨东高速公路
建设，确保10月底前完成全部
工程、具备通车条件。抓紧开工
建设城市南外环拓宽工程。加
快秦滨高速埕口至沾化段、长
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和济青高
速改扩建工程建设。抓好乐胡
路等国省道维修改建，力争大
济路、新海路、永馆路等道路维

修工程列入省投资计划并组织
实施，确保寿济路邹平段建成
通车。

※地下综合

管廊今年开建

抓好农村改厕，争取用两
年时间，实现所有农村无害化
卫生厕所全覆盖，总计改造77

万户，其中今年改造46万户，占
总数的60%。启动海绵城市和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开展黑臭水
体治理和城区雨污分流改造。
今年全市计划完成棚户区改造
9223户。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整理

全市经济工作会部分要点

济济滨滨东东高高速速年年内内可可通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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