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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提供强劲助力

滨州开发区又签约5个电子信息项目
滨州5月12日讯 5月11

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
信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举行。滨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马俊
昀，副市长刘裕斌等参加。

现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广忠致辞，随后开发区与来
自深圳的五家企业签约了五
个项目。

据悉，这五个项目，都是
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广的高
精项目。它们分别为深圳市
久久犇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的非球面镜片及生产设
备制造项目、东莞市国基光电
有限公司的智能家居面板项
目、深圳日祥光电有限公司的
LED显示模组研发制造项目、

深圳市志华鑫电子有限公司
的商用显示屏研发制造项目、
深圳市赛充科技有限公司的
智能穿戴电子产品研发制造
项目。

2020年以来，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规划建设了黄河科技
产业园、黄河智慧制造产业园
等专业化园区承载项目落地，
与深圳众联赢等专业招商团队
携手，广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
滨芯电子科技、正衡电子科技
为代表的23个电子信息产业上
下游企业选择开发区、扎根开
发区，激活了开发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一池春水。而新签约
的5个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广
的高精项目，将为开发区电子
信息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提
供强劲助力。

对新签约项目，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将持续营造开放、
便捷、高效的一流营商环境，
当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

“店小二”，为项目落地建设提
供全流程的帮办代办、协调服
务，真心实意地为企业排忧解
难，努力营造让“企业和企业
家舒服”的发展环境，吸引、聚
集更多优质项目投资落地。

据介绍，近年来，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聚焦主责主业，
加快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不
断向上而行、向新而立。经济
实力积厚成势，商务部公布的
2021年度全国217个国家级开
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
较上年度前进了50个位次。
2021年全省160家省级以上开
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中排

名第13位，连续三年进入全省
开发区第一方阵。产业生态
持续优化，高端铝精深加工、
汽车零部件、纺织家纺、生物
医药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
业“3+1”主导产业不断优化，7
个专业化园区初具规模，实现
了企业向园区集聚、产业向园
区集群。科技创新蓄势赋能，
依托“一城两院”，打造形成集

“科技研发、创新孵化、产业育
成、服务配套”于一体的创新
生态体系，全区高新技术产业
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75.49％，列全市第1位。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冯凯 张贵英 通
讯员 吴凌艳 韩璐

滨州5月12日讯 近日，
为加快推进G228滨州段工程
项目建设，滨州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在市交通运输局的领
导下，紧紧把握交通运输部政
策导向，加大对上争取力度，
全力抓好上级补助资金争取
工作，已争取交通运输部补助
资金4.95亿元，有效缓解了地

方财政压力，为全市交通公路
重点项目建设高效推进提供
资金保障。

G228起于辽宁省丹东市，
止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
全长约6900公里，其中山东境
内长约1140公里，是集边防功
能和沿海开发功能于一身的
沿海高等级公路。滨州段是

山东境内的起始路段，线路全
长42.495公里，起点位于无棣
县埕口镇牛岚子村北侧的漳
卫新河（鲁冀界），终点沾化区
创业大道。

该项目的建设对完善国
家公路网规划布局，改善区域
交通出行条件，促进滨州北部
资源开发，打造沿海特色产业

带，改善滨州市北部沿海地区
的投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滨州段控制性工程
套尔河特大桥已开工建设，主
墩桩基完成35根，北引桥桩基
完成86根。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姚行彬 通讯员
王颖 于雪峰

促进滨州北部资源开发 打造沿海特色产业带

G228滨州段项目获4.95亿元部级补助

滨城区市西街道
集中治理餐饮油烟

滨州5月12日讯 为全面提升空
气质量，连日来，滨城区市西街道集中
开展餐饮油烟治理专项行动。

行动采取黑白巡查、稳步推进、联
合整治的方式进行。行动中，城管中
队与环保所工作人员着重检查了烧烤
门店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和使用情况，
对未按要求使用和清理油烟净化设施
的商户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到
位，并对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行为责
令现场整改到位。此次行动共现场整
改问题6处，下发整改通知书2份。

下一步，市西街道将继续加强餐
饮油烟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工作，督促
辖区内餐饮业商户主动规范经营行
为，并增加检查频次，通过夜间巡查和
不定期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区
域和重点部位的餐饮商户实施“回头
看”，推进辖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魏子晴

滨州市不动产
市西便民服务厅启用

滨州5月12日讯 5月11日，滨州
市不动产市西便民服务厅启用。启用
当日办理首笔业务，并颁发了第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

5月11日上午,居民李先生来到
不动产市西便民服务厅咨询是否可以
办理不动产登记，得到肯定答复后，他
拿出相关资料交给工作人员。李先生
得知市西街道设立了不动产登记便民
服务厅，距离现在的住所很近，就拿着
资料来看看能否办理。让李先生没想
到的是，从大厅受理到后台审核、缴
税，30分钟内，他就拿到了不动产权
属证书。

滨州市不动产市西便民服务厅，
是继2021年6月设立的不动产市中便
民服务厅之后，滨州市本级设立的第
二个基层便民服务厅。该服务厅位于
黄河一路、渤海九路路口市西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
务（需缴纳土地出让金、查封、解封不
在受理范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张书军 徐敏

滨州5月12日讯 5月11
日下午，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召开2022年度全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动员会。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广
忠就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作了安排部署。

会议由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石芳兰主持。党
政办副主任齐洪伟传达了滨
州市创城工作会议精神，通报
了去年创城中存在的问题，杜
店街道、执法局、市场监管局

等单位代表表态发言。
王广忠指出，滨州去年取

得了全国第十、全省文明城市
测评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今
年是检验衡量滨州能不能拿
下国字号金字招牌关键一年。

王广忠要求，重点管理好
交通秩序、建筑工地、商超超
市、企业、水体、中小学六条主
线；做好公共区域环境卫生、
垃圾收集清运、“十乱”问题整
治等；完善基础设施，按照硬
化、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的

要求，开展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行动。同时，扎实开展市民文
明素养提升行动，着重解决随
地吐痰、乱扔垃圾、不文明交
通、餐饮浪费等市民行为习惯
和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特别是对不文明养犬行
为，要重拳整治，督促市民严
格执行养犬规定，公安分局要
严查违法养犬等行为，执法局
要加大遛狗不牵绳等不文明
养犬行为的治理力度。针对
创城工作，区党工委、管委会

成立专门督查组，负责各项工
作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

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
员，主任助理，法院院长，检察
院检察长；杜店、沙河、里则街
道主要负责人；各工作机构
（中心）、公司、分支机构，中海
市场运营公司主要负责人，区
创城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
会议。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吴凌艳 王勇

滨州开发区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动员会召开

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要重拳整治

滨州5月12日讯 近期，
滨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不
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坚持“走出
去”方针，主动对接服务企业，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涉及的不动产登记业务
诉求和困难。

日前，市不动产交易登记
中心高新区分中心走访了辖
区内科达璟致湾城、黄河名
都、龙城名郡3个小区，详细了
解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不动产

“一网通办”便民服务平台的
使用情况，充分听取开发企业
在服务平台使用方面的问题、
意见和建议，现场解决了部分
问题，同时向房地产开发企业

深入推介了“商品房转移登记
单方申请”的政策。截至目
前，高新区已有4家房地产开
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
登记单方申请，涉及楼幢数
104幢。

为有效遏制不动产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的发生，市不动
产交易登记中心出台《关于实
行商品房转移登记单方申请
的通知》，规定滨城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依开发企业
申请，可以由买受人单方申请
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原则上
为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一年

以上的项目。房地产开发企
业在取得楼盘不动产首次登
记证书后，向不动产登记机构
提出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对
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单
方申请的项目进行公示，公示
期10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
异议，房地产开发企业向不动
产登记机构提交“单方申请批
量确认明细表”和“单方申请
确认书”。买受人持与开发企
业签订的“单方申请确认书”、
网签备案合同和发票等材料，
通过不动产“一网通办”平台
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单
方申请。同时，对已提交商品
房转移登记单方申请的项目，

购房人仍可选择与开发企业
共同申请完成商品房转移登
记，购房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进
行选择。

为了让购房人及时了解
或掌握所购商品房是否可以
自行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滨
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对于已
完成首次登记及提交商品房
转移登记单方申请的项目，具
备购房人自行申请办理转移
登记条件的商品房项目，在滨
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官网上
进行公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孙国晖 彭鹏

遏制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发生

买受人可单方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