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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综合保税区

通过国家验收

导报讯 3月31日，海关

总署、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商务部等八部委

组成联合验收组，以视频形式

对淄博综合保税区进行正式验

收，联合验收组一致同意验收

通过。

淄博综合保税区是淄博历

史上第二个由国务院批复的国

家级功能区，也是济南关区首

个由保税物流中心(B型)升级

成功的综合保税区。批复设立

后，仅用4个月即2020年12月30

日就顺利通过济南海关牵头的

联合预验收，从批复设立到预

验收创造了省内新建综合保税

区的最快纪录。

反洗钱工作

考核评级结果出炉

导报讯 近日，中国人民

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下发《中

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办

公室关于2020年度淄博市金融

机构反洗钱工作考核评级结果

的通报》，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获评2020年度反洗钱工作A级

金融机构。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淄博

分行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

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严格

落实各项监管要求，扎实开

展反洗钱工作。2020年，该

行紧紧围绕人民银行和上级

行的工作重点，不断夯实和

完善反洗钱工作，加强内控

制度建设，认真开展客户尽

职调查，积极开展宣传与培

训，不断提高操作水平及风

险意识，多措并举提升反洗

钱工作质效，得到了当地人

行及上级行的肯定。

(曹珍珍 朱西斌)

◆记者 周海波

3月31日下午，淄博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市

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介绍了即

将印发实施的《淄博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情

况。市委改革办、市科技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

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单位

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

的规划目标内容。

据悉，《淄博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内容共分

三大板块14章，已经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

批准，近期即将印发实施。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十四五”期间，淄博将以国

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引领，建立

和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

发展、协同有序的创新生态，推

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为加快全市新型工业化强市

建设、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提升

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和保障。

以“店小二”式的服务，与企

业家、专家教授、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者等进行面对面交流、提供

点对点服务、开展一对一指导，

点燃全市上下抓创新、谋创新、

强创新的澎湃激情，营造宽松浓

厚的创新氛围，为创建国家创新

型城市凝聚力量。

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瞄

准热点前沿，突破一批产业核心

关键技术，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计划，

打造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融通发展

的格局。

加快建设数字农业

农村中心城市

淄博市以数字赋能农业全

链条、农村各领域，全力推进阿

里数字农业产业中心(山东仓)、

数字农业农村示范区等重点项

目落地，全市农业农村数字化平

台、支撑性基础设施和示范性应

用场景基本建成。着力培育畜

牧、粮食、蔬菜、林果、农文旅5个

百亿级产业集群和富硒高锶农产

品十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市级以

上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5个，

“三品一标”保有量400个以上。

“双轮驱动”就是建好用好

淄博综合保税区及保税物流中

心(B型)两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利用政策优势打造资源链接高

地、高端产业集群发展高地、“双

招双引”高地、营商环境高地。

坚持“龙头带动+产业基地+

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发展新

模式，力争“十四五”期间全市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0%

左右，2025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

到1400亿元以上，整合各类优质

资源，打造“海外仓+专业物流+

超市”海外拓展营销模式，带动

淄博市玻璃、陶瓷、健身器材、宠

物用品、水果蔬菜等出口。深化

与国际国内500强企业合作，力

争“十四五”期间引进世界500强

外资项目20个。

聚力推进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淄博将坚持“发展出题目、

改革做文章”，聚焦持续推进“六

大赋能行动”、高质量发展“十二

大攻坚行动”和十项重点改革攻

坚事项，牢固树立“紧盯前沿、打

造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

产业组织理念，在发展路径、产

业生态等方面，布局一批既立足

当前又面向未来、既紧盯前沿又

增创优势的重大改革。

“十四五”期间文化旅游坚

持高点定位，推动文化和旅游有

机结合、深度融合，统筹谋划“五

城三区”新载体。到2025年，高质

量发展的现代文旅融合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创建2个以上国家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6个以上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规模以上文

旅企业达到240家。

“十四五”规划即将实施 目标紧盯国家创新型城市

淄博“双轮驱动”培育产业高地
导报讯 (记者 周海波 ) 4月2

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

开2021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新闻发

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了往年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取得的主要

成效，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的特点和总体部署，以及今年“税

收宣传月”的主要活动安排。

自2014年以来，税务部门“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已经连续开展了

7年。7年来，税务部门从纳税人缴

费人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入

手，持续推进“一次办好”改革，

累计推出39大类147项366条创新服

务措施和近百条配套细化措施，在

更新服务理念、提升纳税人缴费人

获得感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据淄博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杜元童介绍，今年市税务局制

定了《“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实施方案》，推

出10大类30项100条具体措施，推进

税费服务由“能办”到“办好”、由“满

意”到“非常满意”的两个转变，努力

打造纳税人“非常满意”的省内一流

税收营商环境。

税收专家顾问团队立足“纾困

解难、精准服务”，全力打造“税i企”

税收专家顾问服务品牌，切实用好

税收大数据，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长

远发展，对所有的顾问服务要求“有

备而去、顾就有解”，建立“一企一档

一报告”制度，确保税收专家顾问的

精准服务、细致到位。

目前，全市税务系统组建了68

个税收专家顾问服务小组、包含

336人的税收专家顾问团队，既有

综合性专家顾问小组，也有高新技

术、税收风险、纳税服务等专门类

专家顾问小组。2020年，共“点对

点”对接服务企业323户，帮助解

决涉税问题390项，提出涉税风险

点347条，精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8 . 1亿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得到各级领导和纳税

人的认可好评。

100条措施打造
淄博纳税服务品牌

高青县：
线上线下双助力 审批勘验大提速

淄川区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导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淄川区充分利用区内教育

阵地和红色资源，立足淄川实际，

积极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

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高标准

高质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淄川区依托遍布全区村居的

447个明理胡同宣讲阵地，组织

506名村级理论宣讲员每周五给

基层党员群众宣讲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等。定期编印《中国之治的淄川故

事》丛刊、党史教育专刊，依托“淄

川思想云”平台，每周一次编发党

史学习内容，通过覆盖全区的“3+

3+3”微信阵地1807个微信群及时

传达到30余万党员群众。

淄川区是淄博市第一个党组

织诞生地，淄川区充分发挥中共

淄博支部旧址、太河惨案烈士纪

念碑、马立训纪念馆等革命教育

基地作用，组织党员群众现场参

观学习、重温入党誓词、交流学习

体会等，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从党的伟大奋斗

历程中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

代的精气神。

淄川区整合党员干部教育基

地、党建工作示范点、党校教育

点、党群服务中心、党性体检中心

等资源，分领域建设开放式组织

生活点，开发建设“党建地图”，通

过开放式组织生活方式学习党

史、锤炼党性、增强本领。

(闫盛霆 李德群 郗文娇)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 通讯员

吴晶 赵海淳)3月22日，高青县禾

源中餐店顺利通过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的现场勘验后，拿到了食品

经营许可证。负责人对行政审批

服务局现场勘验科的工作人员十

分感激：“我昨天提交了食品小餐

饮登记申请，就收到你们线上发

过来的勘验标准，并视频指导我

做好了准备，顺利拿到许可证，可

以大干一场了。”

现场勘验是行政审批许可的

关键环节，高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立足企业和群众视角，最大限度优

化审批流程，探索实行“线上指导+

线下勘验+线上复勘”新模式。联合

勘验人员收到勘验申请后，第一时

间向申请人推送事项勘验标准，提

供24小时线上指导，在线交流，解疑

释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根据勘验

内容的繁简程度、项目勘验地点、

审批承诺时限等因素，按照“多勘

合一、多证联办”的原则，确定勘验

承办人和勘验路线，提高现场勘验

准确率，助推行政审批提速增效，

激活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活力。

据悉，第一季度，高青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累计现场勘验200余

场次，一次通过率95%以上，极大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激活社会各

类投资2亿余元，助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4月2

日下午，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组织召开淄博市应急系统安全生

产执法百日攻坚行动新闻发布

会，就全市应急系统安全生产执

法百日攻坚行动的有关情况进行

了新闻发布。

据淄博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

员、市安监支队支队长王凯介绍，

本次行动主要结合全市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严执法行动，聚焦

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

炼、涉氨制冷、涉爆粉尘等重点行

业领域，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压实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

为主攻方向，重点检查企业负责人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及执行、安全风险辨识及管

控、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全员隐患

自查自纠、安全设施设备管理使用

以及应急准备情况等内容。

本次活动以市应急管理局为

主，采取指导执法、抽查执法的形

式，聘请专家或技术服务机构，抽查

区县监管企业。各区县按照执法计

划，严格对辖区内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确保查深查细查实。对检查发现的重

大事故隐患，一时难以整改完成的，

全部提请区县安委会挂牌督办。

淄博安全生产执法
百日攻坚行动开始了

“十四五”期

间，淄博将推进

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全面创新，

加快全市新型工

业化强市建设，

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提升城市创

新创业活力

图为新华制药研发中心

E 时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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