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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强强化化督督查查，，整整改改不不到到位位决决不不罢罢休休
本报讯 6月1日，省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中央
巡视组反馈意见，研究整改落
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了巡视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和整改落
实分工方案。会议认为，习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站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深刻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
的形势，严肃指出巡视发现的问
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集
中阐释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
强化党内监督的必要性严肃
性，充分体现了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

强意志，为我们做好巡视整改
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
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坚决落实政
治巡视要求，切实做到“三个紧
跟”“四个看齐”，用中央精神统
一思想和行动。

省委书记姜异康指出，中
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代表中
央的意见和要求，体现中央的
权威，客观中肯、全面深刻、直
指要害。要高度重视、深刻反
思、深挖根源，增强整改落实的
责任感紧迫感。要端正态度、诚
恳接受、举一反三，决不能遮遮
掩掩、讳疾忌医，决不能避重就
轻、敷衍塞责。省委必须把巡视
整改主体责任作为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的具体化，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坚
决彻底抓好整改。姜异康表示，
一定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
政绩的理念，切实担负起第一
责任人职责，按照“四个亲自”
的要求，带头履职尽责、推进整
改，敢于担当、敢于较真，领好
班子、带好队伍。每一位常委同
志都要立足全局、守土有责，在
抓好自身和分工范围内整改落
实工作的同时，对全省面上整
改多上心多用力，共同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位。

姜异康强调，抓好中央巡
视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是对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党
性觉悟和“四个意识”的现实检
验，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的具体体现，其成效如

何事关全省大局和长远发展。
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把自己摆进去，主动认
领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全力推进，做到条条要整改、件
件有着落，确保见底到位。一是
落实责任细化措施，抓紧开展
工作。省委对全省整改落实工
作负总责，领导小组各成员要
把职责范围内的整改工作牢牢
抓在手上，高标准严要求，动真
碰硬，扎实推进。各专项小组要
迅速成立相应工作班子，列出
问题清单，明确时间界限，把任
务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头。凡
涉及整改任务的部门单位，都
要不等不靠，做到知错就改，看
到实质性变化。二是跟踪督查
整体发力，务求取得实效。要定

期进行调度，强化督查和问责，
对整改落实消极懈怠、不主动
不积极、效果不明显的有关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及时诫勉、严
肃追责，问题不解决决不松手，
整改不到位决不罢休。三是统
筹考虑标本兼治，推动形成长
效机制。要把这次巡视整改落
实与巩固深化上一轮巡视整改
成果结合起来，与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通盘考虑、统筹推进，进一
步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
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更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新局面提供有力保障。

据山东新闻联播

偿偿还还近近一一半半，，我我省省仍仍欠欠工工程程款款557766亿亿
将再发行置换债券353 . 78亿，为各地清偿欠款提供保障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
者 万兵 实习生 熊瑜）

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吹
风会上获悉，我省利用置换债
券加快拖欠工程款清偿进度，
截至今年4月底，各地已累计
偿还拖欠工程款416亿元（不
含青岛市），还欠576亿元。

“解决政府拖欠工程款
问题，事关政府诚信与社会
稳定，对于降低企业财务成
本、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等
难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省
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
李娥表示，通过充分利用置
换债券加快清偿进度，已经
取得初步成效。

据介绍，5月9日山东省
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使
用置换债券解决政府拖欠工
程款问题工作的通知》，要求
确保年内全面解决已纳入政

府债务系统的政府拖欠工程
款问题。截至目前，省财政厅
已分三批共发行置换债券
1374亿元，相关资金已全部
下达市县。在此基础上，拟于
6月 6日再次发行置换债券
353 . 78亿元，这将为各地清
偿政府拖欠工程款等债务提
供资金保障。

李娥表示，下一步还将
加大置换债券发行力度。省
政府将督促市县将尚未纳入
今年置换债券发行计划的拖
欠工程款债务，全部纳入下
半年置换债券发行计划。

清偿政府拖欠工程款也
有利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问题。目前，我省农民工总量
已达 2 3 9 9 万人，占全国的
8 . 76%，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任务繁重。省委、省政府已将

“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列为

251项重大改革事项之一。
2015年，全省通过劳动

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窗口、来
电来信、网上受理等途径，为
10 . 8万名农民工追回拖欠的
工资4 . 01亿元。全省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174
件，比2014年多5%，其中公
安机关立案135件。

李娥透露，下一步省里
将成立山东省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领导小组，建立

“省级举报投诉联动平台”。
同时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案件，及时移送。强化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综合执
法职能，建立“一点举报投
诉、全省联动受理”的省级联
动劳动保障监察受理平台，
方便农民工就近举报投诉，
提高欠薪案件处理效率。

拨拨款款不不到到位位是是拖拖欠欠工工程程款款主主因因
早在2015年底，我省就曾

通报全省政府拖欠工程款专
项审计情况。根据当时的数
据，截至2014年底，省本级无政
府拖欠工程款，17个市（含所属
县乡）政府拖欠工程款1006 . 07
亿元。拖欠的工程款多，不少
款项拖欠的时间也很长。审计
发现，拖欠3年以上的工程款
共计242 . 16亿元，占全部拖欠
工程款总额的24 .07%。

据审计，全省共有 3121

个单位的848 . 37亿元拖欠工
程款是由于政府投资款拨付
不到位、建设单位资金不足
造成，占到了拖欠工程款总
额的84 . 33%。此外，政策落实
不到位、工程未按期办理竣
工结算、建设项目超规模超
概算都是政府拖欠工程款的
重要原因。

近年来，多地开始利用置
换债券解决包括政府拖欠工
程款在内的地方债问题。2015

年财政部确定3 . 2万亿元的置
换债额度，今年的置换债额度
也已经下达到地方。根据媒体
报道，山东省去年发行约1800
亿元置换债，今年将超过去
年。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新
闻发言人李娥在3日的吹风会
上也介绍，2016年中央核定我
省置换债券发行额度相对充
足，我省将加快置换债券发行
工作，确保资金早到位、问题
早解决。 （综合）

今今年年112255省省管管““僵僵尸尸””企企业业退退出出
全部321户处置需3年，涉及职工12万人

“僵尸”企业退出
亏损下降30%

李娥表示，界定“僵尸”企
业标准后，通过全面调研摸底
发现，目前省管企业所属“僵
尸”企业共 321户，涉及职工
121023人。这321户“僵尸”企
业将在三年时间内完成处置工
作。其中2016年125户“僵尸”
企业实现退出，亏损面、亏损额
同比下降30%。

她还介绍，截至今年5月
底，省国资委已完成处置或接
近完成处置的企业共36户，4
户企业正在转让，3户企业已
破产立项，另有77户正在进行
清产核资审计。

下一步省里将健全协调处
置机制，统筹协调“僵尸”企业
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切实
解决省管企业办社会、统筹外
费用负担过重等问题。将尽快
配套完善税收优惠、债务减免、
职工安置、保险并户、土地处置
等相关政策，与各省管企业逐
户签订“僵尸”企业处置目标责
任书，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

剩余12市区医改
6月底前启动

医改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
益，李娥介绍，随着济南、青岛、
滨州3市纳入第四批公立医院
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范围，
全省试点城市总数达到6个。
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方
面，除潍坊、东营、威海3个试
点市外，其余14个市全部完成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测算和调整
方案起草工作。济南、日照市于

6月1日正式启动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其余12个市6月
底前启动。

下一步我省将构建分级诊
疗服务体系，在开展分级诊疗
试点基础上，扩大分级诊疗开
展的区域和病种数，完善双向
转诊程序。我省还将适当拉开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起付线和
报销比例差距，逐步扩大按病
种付费的病种数。

全省棚户区改造
年度任务完成一半

记者还了解到，2016年全
省计划改造城镇棚户区48 . 02
万套，截至今年5月底已开工
25 . 94万套，完成年度任务的
54%。其中货币化安置10 . 79万
套，占到41 . 6%。而从去年的情
况来看，我省2015年货币化安
置13 . 9万套，货币化安置比重
达到 2 9 . 3%，相当于消化了
1000多万平方米的存量商品
房。

下一步我省将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督促各市县确保今年
10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对续
建项目，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
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年底前完
成基本建设。我省还计划将政
府购买服务作为今后实施棚改
的重要方式，督促市县全面启
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工作；将
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作为棚
户区项目安置的发展方向，在
安置补偿方案设计阶段把货币
化安置列为居民主要选择方
式，力争货币化安置率达到
50%以上。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熊瑜

葛延伸阅读

3日的山东省政府新闻吹风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
人李娥还对我省“僵尸”企业处置、医改、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的进展
情况及下一步安排向社会作了通报。据悉，我省目前省管“僵尸”企
业共321户，涉及职工12万人，这些企业的处置需要三年完成。

我省政府拖欠工程款情况

截至2014年底（含青岛） 截至2016年4月（不含青岛）

总计

1006
亿元

总计

992
亿元

已已清清偿偿

119977亿亿元元 1199 ..66%%

未未清清偿偿

880099亿亿元元 8800..44%%

已已清清偿偿

441166亿亿元元 4411 ..99%%

未未清清偿偿

557766亿亿元元 558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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