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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平台——

打造“招引”强大磁场

“今年‘双 11’我们的销售量在 37
万单左右。我们分了两个班次，白班
300人、夜班300人，3个仓库同时发货，
希望尽快能把商品发到消费者手中。”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电商物流部经理白
柱霞告诉笔者。“双11”当天，乖宝集团
在淘宝等电商平台的销售额达到了
1.28亿元。

像乖宝集团一样，正信集团、汇通
集团等众多传统生产企业纷纷在电子
商务平台建立互联网销售渠道，构建线
上线下销售网络。目前，开发区已经形
成了以汇通智慧创新大厦、星光荣富中
心、当代国际大厦等为主的电子商务及
创新创业平台。

围绕招引新动能项目，开发区创新
运转模式，打造动能转换新平台，采用

“管委会+公司”模式，规划建设新动能
项目平台——智能光电信息产业园，实
现了“生产车间”和“职工公寓”两个拎
包入住，搭建了招商载体。园区规划总
用地约1平方公里，计划投资50 亿元，
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分为起步区、
科研办公服务区、现代工业园区，全力

打造成产城一体化的新型工业综合
体。目前园区已集聚发展了无人机、智
能穿戴装备、智能家居、电子触摸屏、手
机、新风系统等高科技产业，“双招双
引”成果初显，进入腾飞发展的快车道。

拼创新——

蓄积发展澎湃动能

8 月 19 日上午，太平洋(聊城)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科学院院士
Dieter Bimberg正式签约。

此次双方签约，旨在芯片设计制造
领域进行深入合作研究，是企业积极走
出去、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加快技术创
新的体现，也是开发区深入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加快高端人才引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缩影。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今年以
来，开发区共引进院士3人，引进国家级
领军人才2人，设立院士工作站3处，新
增省级技术中心2家，累计为各类人才
发放补贴 324.8 万元。同时，抓好人才
引、育、留、用四个环节，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11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关于公布第四批和通过复核的第一
批、第二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的

通告》，中通客车新能源客车工业设计
中心等56个中心、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上榜第四批国
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上榜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是对一个企业工业设计
创新能力的最高认可。

创新，是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的第一
动力。开发区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企
业技术改造、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

“双创”等方面均出台扶持政策，大力引
导企业加大投入。把科技创新作为发
展“驱动力”，积极引导企业向高端、高
质转型：一方面着力引进高附加值、高
科技含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壮大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和质量;
另一方面围绕现有产业做好产业链延
伸文章，加快构筑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工
业体系。

拼环境——

涵养营商良好生态

日前，投资 6.5 亿元的希杰九期核
苷酸项目投入试生产，这是世界500强
韩国希杰集团自落户开发区以来第八
次追加投资。

开发区成立了工作专班负责项目
推进：一方面，完善道路、水、电、气等配

套设施;另一方面，全程为企业代办帮办
手续，定期到项目现场办公，保证了项
目快速推进。最终，项目从签约到试生
产只用了不到11个月，全部达产后，希
杰聊城工厂的核苷酸产能将达到2.3万
吨，占全球市场的40%。

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开发区还建
立了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专班推
进机制，实行挂图作战、一线推进，成立
了11个专班，每个专班由分管领导同志
任专班组长、总负责，帮包部门、乡镇
(街道、园区)具体负责，每个项目确定科
级以上干部为具体责任人，形成“3对1”
帮包推进模式。同时，对重点项目实行
日常调度、月度通报、半年观摩评比、不
定期督查相结合的推进机制，严格按照
月度计划推进建设，并筛选出12个重点
推进项目，每两周一调度，高效推动项
目快落地、快建设。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优
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总投资60亿元的华润万象汇综合体项
目，投资105亿元的蓝城·十里风荷小镇
项目，投资20亿元的齐鲁数字经济中心
项目，投资16亿元的冷链物流仓储项目
……开发区今年新签约项目20个，合同
投资额 391 亿元。这些项目的成功签
约，得益于开发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开发区新旧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

□张同耀

开发区讯（尹振燕 赵凯）2019年，开发区始终牢牢坚守政治巡察定位，坚

持以加强党的建设为统领，以推动问题整改为着力点，严把“三个关口”，扎实

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有序推进巡察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严把整改主体责任落实关。通过召开巡察意见反馈会和被巡察单位接收

问题清单的方式，精准指出问题，明确整改方向，压实巡察整改过程中党委的

主体责任，确保巡察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到位到人。要求被巡察单位切实担负

起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不讳疾忌医、不遮丑护短，对反馈问题即知

即改、立巡立改，真正促进党纪党规立起来、严起来。

严把整改督导问效关。区级成立巡察整改督导专项工作组，严格对照巡

察问题清单明确的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动态跟踪督导，精准传导压力，防

止落实整改虚、缓、漂。把被巡察单位落实整改情况“晒”出来，广泛接受群众

监督，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出真招、出实招，提升整改质量和效果。采取定

期督查与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的形式对整改情况进行督导，对于整改态度不积

极、整改进度不快、整改效果不明显的单位，对“一把手”及相关责任人进行约

谈，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并严肃追责。

严把移交线索优先处置关。将移交的线索按照不同性质建立线索台账，

认真分析研判、充分利用“四种形态”进行优先处置。经批准拟采取初步核实

处置的，予以处置时间优先、人员力量优先，力求快查快结；对反映集中、性质

恶劣的人和事提级办理、限期办结，做到发现一批、移交一批、查处一批，形成

震慑。目前，共移交问题线索63条，已立案3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5人，政

治巡察震慑作用进一步彰显。

开发区

严把“三个关口”强化巡察整改

开发区讯（杨志刚 王建利）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分珍惜、合
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开发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不断细化目标责任，积极作为，履职尽责，精心谋划，力推
耕地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开发区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着力加大对基本农田的宣传力度，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设施的管护，实现了耕地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圆满完成了开发区
13.47万亩的耕地保有量和9万亩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

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划定工作。开发区共划定储备区图斑334块
面积921.1296公顷（折合13816.94亩），平均质量等别8.20，坡度级为1,全部为
水浇地。其中城市周边外储备区图斑分布在广平乡21个村与蒋官屯街道4个
村，涉及202个图斑，且与原有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增加农业设施用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保障
和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019年我区共办理了3个设施农业用地，面积13.3068公顷，其中规模化畜禽
养殖13.0295公顷，工厂化作物栽培0.2773公顷。

设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牌。2019年，翻新村级永久基本标志牌15座，基
本农田保护宣传牌2座，新制作大型耕地保护宣传标志牌2座，聊高路大型基
本农田保护标语更新1座。根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下达15个省级予
以激励耕地保护工作成绩突出乡镇的通知》要求，广平乡结合本乡镇实际情
况，制定《广平乡耕地保护方案》，选择了2个村作为耕地保护示范村，在文化
广场设置了基本农田保护宣传牌11座。

开发区

全面落实责任 加强耕地保护

开发区讯（赵文高）12月6日，开发区召开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会，听取各
棚改项目当前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赵继渠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棚户区改造项目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各级
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大协调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千方百计
破解项目施工难题。要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倒排工期、压茬
施工，全力加快安置区建设速度，确保项目按时交工分房。要坚持高标准规
划、高质量建设，进一步完善社区水电暖、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努力打造人民群
众满意的安居工程。

开发区

召开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会

开发区讯（张广玉）为做好预防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保障广大群
众的生命安全，增强辖区居民防范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的意识，12月5日，
开发区开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此次宣讲活动时间是12月5日至12日，邀请有关专家和医务人员到辖区
各乡镇街道宣讲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安全知识。宣讲人员深入社区、村庄，为群
众重点讲解什么是一氧化碳（煤气）中毒、怎样识别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
毒的现场急救原则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让辖区居民熟知和
掌握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相关知识、丰富各类自救互救技能，提升了广大群众
的安全防范意识。

开发区

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宣讲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电动自
行车管理，提升电动车交通守法
率，自12月1日起，开发区交警大
队“电动车登记牌证”免费发放工
作正式启动，并在振华交通管理
服务站挂牌点，挂出第一张“聊城
2602001”号牌，这也是开发区交警
挂出的首张电动自行车牌。

开发区交警按照“政府领导、
属地管理、部门配合、上下联动”
的工作方针，以遏制和防范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为根本出发
点，全面规范辖区电动车的管
理。这一项便民业务将有效防范
和打击盗抢电动自行车等违法犯
罪活动，维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张海燕

今年以来，东城街道认真严格按
照文明单位标准，积极组织开展文明
单位各项创建工作，丰富文明单位创
建活动，汇聚文明正能量,提升群众幸
福感。

提升软硬件

营造创建浓厚氛围

去年以来，东城街道投资 17 万
元，提升改善了文化设施。街道大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宣
传为主题，楼层走廊重点突出廉政文
化、党员先锋、党建文化等相关文明创
建主题，为文明单位创建营造了浓厚
氛围。

为使创建活动入心入脑，该街道
利用周一例会的机会，组织全体机关
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年度实施方

案》，精心组织，抓好落实。
在清明、五四、七一、八一等

重要纪念日中，通过宣讲、观影、展览
展示等方式，实现学习教育和主题实
践系统化、长期化。同时，该街道还开
展了“文明科室”“文明职工”评选活
动，评选先进，树立学习典型。当选的
部门和个人优先作为当年评选街道先
进的推荐对象，提高街道广大干部职
工的文明程度、参与程度和服务质量。

强化思想教育

培育良好道德风尚

东城街道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融入街道的各项工作中，强化思
想教育，培育良好道德风尚。近几年，
东城街道在原有“道德讲堂”的基础
上，对道德讲堂阵地进行了提升完善，
制定道德讲堂年度开课计划。多次邀
请道德模范、聊城市国学促进会成员
等到街道开展道德宣传教育和传统文
化教育，组织青年干部开展道德经典
诵读和交流比赛，着力在建好用好道
德讲堂上动脑筋、拓思路。

该街道为深入推进“四德”工程建
设，每月通过社区推荐、文明办评选的
形式，推选出一定数量的“四德”人物
推荐上报区文明办。通过开展“四德”
工程，培育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
祖国的良好道德风尚，让更多的“四
德”人物上榜，带动各村形成崇德向善
的社会风尚。持续深化“星级文明
户”、寻找“最美家庭”、评选“五好家
庭”，以及“好婆婆 好媳妇”等各具特
色的创建活动，培养孝亲敬老、厚养薄
葬的典范，充分展现新时代基层文明
建设新气象新风貌。

开展系列活动

推动文明创建向纵横延伸

为推动创建工作向纵横延伸，东
城街道广泛传播志愿服务理念，开展

“志愿服务走进敬老院”“青春清洁行
动”“红色观影进小区”“志愿服务关爱
空巢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强力推进
志愿活动常态化。大力加强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组建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街道全体工作
人员都完成了在线注册，注册率达到
了100%。

同时，结合传统节日，该街道开展
了“元宵节文艺展演活动”“奋斗新时
代 壮丽 70 年”文明实践文化惠民展
演活动、“庆七一——百姓大舞台文化
展演活动、“九九老人节”文艺汇演等
文化惠民演出，丰富了辖区百姓的文
化生活。街道还组织各社区多次开展

“义诊进社区”“红色观影进社区”、“国
学经典诵读进社区”等活动。通过各
社区四点半学校，联合高校青年志愿
者共同开展以环保、梦想等为主题的
青少年活动，极大丰富了社区居民和
青少年的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文化
氛围，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是一项全局性
的系统工程，是长期性的工作。东城
街道将持续坚持，不懈努力，开拓创
新，切实建立健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的长效机制，实现文明创建工作的科
学化、制度化、常态化，确保实现更高
层次的创建目标，使文明创建活动成创建活动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大引擎。。

汇聚文明正能量 提升群众幸福感
——东城街道文明单位创建纪实

□韩小风

为提高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法律意识、安全风险意识、安全生产管
理知识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山东省应急厅
组织全省企业全员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大学习、大培训、大考
试”专项行动。

2019年12月6日，开发区72家规模以下企业参加了省应急厅组织的全省
企业全员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统一考试，其中考试合格的70家，不合格的2
家。

根据《关于开展全省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行
动的通知》（鲁应急函[2019]69号）要求，对参加全省安全生产大考试不合格的
企业，在媒体上予以公布。现对2家考试不合格的企业进行公开曝光，并对企
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1、山东香寇日化有限公司
2、聊城市大裕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
2019年12月10日

关于不合格企业的通报

初冬的开发区初冬的开发区，，一派生机勃勃景象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从蓄势积能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从蓄势积能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靠什么去拥海逐潮靠什么去拥海逐潮、、劈波斩浪劈波斩浪，，形成大潮奔涌之势形成大潮奔涌之势？？开发区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开发区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重点加快重点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动能转换的动能转换的““主旋律主旋律””正在这片热土之上激情唱响正在这片热土之上激情唱响。。
在全市上下争创一流在全市上下争创一流、、走在前列的热潮中走在前列的热潮中，，开发区坚持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引领开发区坚持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引领，，聚焦聚力九大重点工作聚焦聚力九大重点工作，，以滚石上山的劲头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爬坡过

坎的勇气坎的勇气，，把把““规划图规划图””变成变成““施工图施工图””，，把把““时间表时间表””变成变成““计程表计程表””，，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迈出更大步伐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迈出更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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