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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 晓
本报通讯员 李颖慧 由越文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新机场
建设时指出“新机场建设是国家发展一个新动
力源”。

放眼胶州，一座崭新的4F级国际机场正在
加快建设中，以新机场为“中心”外延，总面
积149平方公里的国家级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
区眼下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奋战场面，建设、
招商、民生保障等一系列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一个比肩北京新机场，支撑山东半岛区域经济
发展的崭新动力源正在强势崛起。

高点定位

驱动山东半岛区域发展
站在青岛新机场建设工地的瞭望塔上望

去，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青岛新机场航站
楼，呈放射状的巨大“海星”图案已然清晰。

从空中俯瞰，集合铁路、高速公路、地
铁、城轨于一体的“全通型”综合交通枢纽蓝
图徐徐铺开。

青岛新机场的目标是建设国内一流、世界
先进的区域枢纽机场。在国内对标北京新机
场，在国际对标法国法兰克福机场、荷兰史基
浦机场等机场。

从全球范围看，由城市中的机场到机场中
的城市，以机场为核心的临空经济区，正成为
世界范围内大中城市转型升级的新模板，美国
孟菲斯、荷兰阿姆斯特丹、阿联酋迪拜等世界
知名大都市均是遵循这一模式得以脱颖而出。

按照机场投入产出比1:8的国际通用标准计
算，新机场总投资达360亿元，产生的经济效益
将接近3000亿元。机场每年每服务一百万旅客
就会产生1000个直接工作岗位，预计到2019年
机场转场运营时将产生2 . 6万个工作岗位，到
2025年临空经济示范区将集聚15万人全面融入

城市生活。
紧跟全球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浪潮，青岛和

胶州市提出了新机场与临空经济区“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的战略构想，青岛胶东临空经
济区应运而生。

去年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民用航空局
正式联合批复青岛胶东临空经济区为首批“国
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允
春认为，青岛胶东临空经济区有着明显的三大
战略优势支撑其发展成为新的区域经济中心。
一是重心叠加的区位优势。胶东临空经济区地
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区，既是省内烟青
潍三地的地理重心，又是京津冀、长三角、日
韩更大范围内的枢纽重心，“一带一路”建设
中双向开放桥头堡地位突出。二是多式联运的
交通优势。临空经济区内海港、空港、高铁、
高速纵横交错，机场、高铁、地铁零换乘，强
化了不同交通方式衔接，形成了城市群3小时交
通圈、都市区节点县市1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区
与周边县市1小时通勤圈，极大缩减了经济发展
的“时间成本”。三是开放型城市的能量优
势。青岛作为国际化城市，未来机场将形成年
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万吨巨
大磁场能量，以机场为核心的综合交通运输建
设可以加快人员、物资等生产要素的流通与集
散效率，也可以为半岛地区协同发展中的新兴业
态与商业模式提供基础支撑。

探索港产城一体化

发展新模式
那么，作为区域新动力源的胶东临空经济区

如何建？
结合自身区位优势，胶州提出了“依托新机

场，统筹陆海空，建设航空城，发展大青岛”的临
空经济示范区设计理念。正是缘于清晰的战略定
位，胶州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开始对相关临空

产业提前布局。
“政府搭台子、产业划格子、项目找位子，通

过专业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和精准招商等方式，
不断汇聚高端航空产业项目，加快构建以航空制
造、飞机维修、航空物流、总部经济为核心的产业
集群。” 胶州市临空办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从胶州市了解到，目前，临空经济区储
备的在谈优质项目众多，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
业和央企，美国太平洋飞机维修公司飞机维修项
目、青岛凯智威航空产业园项目、中外运空港物
流项目，将成为临空区首批落户企业。在业内看
来，在国际航空枢纽的带动下，吸引产业资源要
素集聚，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分工，不久的将
来，青岛胶东临空经济区将成为我国重要的高端
临空产业基地。

不只是在产业布局上先拔头筹，胶州市还
在探索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将“打造宜
居幸福的现代化空港新区”定位成为城市未来
的发展目标。

“空港建设带动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促进城
市提升，城市提升增强空港‘磁石效应’，产城融
合发展。”胶州市委书记孙永红表示：“胶东临空
经济区应担当起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动能转换的责任和使命，加快实现

‘港城一体化、全域空港化、空港国际化’”。
以此为指引，青岛胶东临空经济区在注重飞

机制造、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大产业、大项目
进驻的同时，积极围绕总部经济、会展商务、物流
金融、医疗教育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对标国内外
知名临空经济区，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水平，最大程度、最高效率地满足空港客流
在临空经济区内商务办公、休闲娱乐、医疗服务、
高端教育等需求，力求以极低的“时间成本”，营
造极佳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高标准规划建设

居住在新机场东侧李哥庄镇的人们，已经提

前感受到了临空区带来的“福利”。“我打算把自
己的小饭店重新装修一下。再找机会把旁边的店
盘下来，扩大一下规模。”李哥庄镇上一位饭店老
板说。

在临空经济示范区的空间布局中，位于核心
区东部的李哥庄镇有4平方公里被列入了“航空
特色社区”规划。未来这里将建设面向空港城商
务人士和空港高端工作人员居住的国际航空特色
社区，承担新机场和临空经济区拆迁安置、高端
居住、综合商贸、特色餐饮、健康养生等产业。

身处胶州，时时能感受到胶州人对新机场
和临空经济区的热情和期盼。加快规划和建设
进程，则是对群众期盼的最好回应。

为此，胶州邀请全球航空经济第一人、航
空大都市模型创立者约翰·卡萨达作为规划设
计顾问，聘请中航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院、中规院深圳分院等院所，全面提升规划设
计档次和水平。截至目前，在前期完成临空示
范区概念性规划、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中规院
深圳分院编制的《青岛胶东临空经济区控制性
详规》已经完成，2月14日完成初步征求意见，
近日将开展专家评审。

各项配套建设都在扎实推进。“三横一
纵”主干路网（潍蓝路、李陆路、机场南快
速、机场西快速）已完成立项，正进行土地调
规并深化设计方案。“两高两铁”工程进展顺
利，累计完成投资14 . 49亿元。胶州北站改扩建
已于去年10月份开始封闭施工，目前，正在建
设牵引变电站和信号楼。临空区地下综合管廊
纳入青岛市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待控规确定
后，将根据规划确定的建设路由加快推进。

根据《临空经济示范区总体规划》，胶州
市目前率先启动了北部空港综保区、南部空港
商务区和李哥庄航空特色社区，规划布局站前
大道发展轴，同步推进融资和招商工作。空港
综合保税区即将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取专业咨询
机构，开展发展规划、可研编制相关服务工
作，计划于5月底前编制完成。

加快推进临空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

胶州打造区域发展新动力源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

4月7日，记者走访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顺
意电机有限公司时得知，在2016年度“齐鲁首
席技师”评选中，该公司产品制造部部长张秀
川位列其中，他本人在“齐鲁首席技师”管理期
内，每月享受省政府津贴1000元，每年集中发
放一次。更特别的是，他的师傅、公司总工程师
徐东升“师凭徒贵”，同时拿到了文登区发放的
5万元“带徒大奖”。

“在传统制造企业，师傅带徒是技艺传承
的主要方式。原先，一些老师傅为了维护自己
的权威和利益，一些关键的技术不轻易外传，

‘留一手’的现象比较突出。”徐东升告诉记者，
“现在有了区里政策的支持，我们企业也配套
了师傅带徒奖励措施，出台了鼓励发明创造的
奖励办法，全体员工学绝活、搞发明的积极性
很高。”

徐东升所说的政策支持是文登制定出台
的《专家带徒奖励办法》，办法规定：徒弟获评
威海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突出贡献
的技师，文登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首席
技师，一次性分别奖励师傅2万元、1万元；徒弟
获评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首席技
师，一次性奖励师傅5万元；徒弟获评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或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一
次性奖励带徒专家10万元。此外，文登还专门
设立了“伯乐奖”，规定在每年文登开展的企业
职工技能大赛中，参赛选手获奖的，带徒师傅
享受同等奖励。

徐东升的学徒经历在传统制造业很有代
表性，也是当地奖励制度的生动注脚。1981年，
徐东升初中毕业先后进入文登县农机修造厂
和文登县第二电机厂，从一名普通钳工做起，
从事电机的工装、模具制作工作。徐东升“爱琢
磨事儿”，在车间工作时，遇到啥问题就向老师
傅请教。“有的老师傅确实是理论能力有限，但

也有的是不愿意传授‘看家本领’。”徐东升说，
“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为了解开心中的疑
团，我开始自学，硬是啃下了《机械制图》《机械
设计》《电机设计与制造》这些‘大部头’。”

在不断自学过程中，徐东升发现，有些问
题就是一层窗户纸，有人帮着捅开，马上豁然
开朗，但要自己琢磨，可能一辈子都参不透，很
多时候是做无用功。如今，徐东升更愿意帮着
徒弟“捅窗户纸”，让一茬茬徒弟少走弯路，尽
快成长。他依托自己的工作室，每年拿出大量
时间为当地“金蓝领”培训班授课，通过技术讲
座、技能演示，现场指导等方式，将自己的知识

和所长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职工。
徐东升作出了好榜样。在一茬茬老师傅的

带领下，顺意电机先后有30人获得高级技师职
业资格，有50人获得电机装配工技师职业资
格，有80人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高技能人才
占员工总数的85%以上。公司这几年设计完成
了50余项科研课题，其中有3项成果获国家发
明专利，30余项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这句俗语
在顺意电机已经过时了。传艺毫无保留，攻关
师徒协力，顺意的师徒关系格外“顺意”。

学历不高但技艺高超的实用技能人才是
中国制造中特殊且重要的一个群体。文登正在
想方设法培育“金蓝领”：通过开展各种评比奖
励活动，让高技能人才在社会上有地位；通过
实行人才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以及技术入股
等方式，让高技能人才经济上有实惠；促进职
业教育和企业实训培养融合，鼓励企业建设高
技能人才工作组、创新工作站，让技能型人才
成长有“门道”，事业有奔头。

徒弟获“首席”师傅得重奖

工业发展看文登·驻厂札记
融媒体报道⑸

■采访后记

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众在县微
信公众号将同步推出图文、视频报道，敬请
关注。 □通讯员 郭旭晗 报道

本报东明讯 “使用各种耕作机械时，应
先对各个部件进行检查；农机使用完后，必须
及时清除机具上的泥尘、油污”。近日，在东
明县马头镇农村，镇农机站维修服务队的工作
人员帮助农民维修完农机后，还详细地向农民
介绍起了农机使用和保养技巧。

眼下，已是春耕备播时节，为不耽误农业
生产，该镇党委政府及早部署，抽调镇农机人
员，在包村干部的配合下,组成小分队深入到
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帮助农民检修农机具，
举办农机使用和维修知识讲座，讲解农机使用
保养方法，发放维修服务卡，发放农机维修知
识手册，提高农民的维修技能。对于疑难问
题，该镇还与厂家取得联系，争取厂家派员维
修农机。农民都说，有了“农机保姆”的帮
忙，再也不用害怕农机坏了修不好而耽误农时
了。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李政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全国打车软件品牌排行榜榜

首企业——— 滴滴出行近日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
街道办注册落户。此次注册的滴滴出行科技有
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即为滴滴出行青岛总部。

滴滴出行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多样化
出行渠道，在国内400余座城市为近3亿用户供
给出租车召车、专车、代驾等出行服务。第三
方数据显现，滴滴出行具有87%以上的国内专
车市场份额，99%以上的网约出租车市场份
额。据估算，滴滴出行青岛总部年营业额可达
14亿元，预计每年可纳税5000余万元。

滴滴出行青岛总部
落户城阳

“农机保姆”

“义诊”忙

□记者 吕光社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赵庆余 报道
本报嘉祥讯 眼下正是春耕追肥的关键时

节，但是，流转了800亩土地的梁宝寺镇引河
村种粮大户张先财却不用忙活了。4月5日早上
8点，张先财到自家承包地里转了几圈，时不
时用手扒一下泥土，看看施肥情况。“把地托
管给合作社之后，我只需到地里看看就行，不
用亲自干活啦！”49岁的张先财一脸轻松地说
道。

往年这个时候，张先财可没这么轻松。
2010年，张先财开始流转土地，最初只有300
亩。施肥、灌溉、喷药、收割等活儿都由两口
子亲自干。“就拿小麦追肥来说，俺两口子得
忙十来天，每天恨不得长到地里，追完肥我得
瘦十几斤，真要了命了。”说起这些，张先财
直摇头。

累点还好说，其实让张先财心疼和担心的
还有很多。万一买到假化肥、假种子怎么办？
万一发生大规模病虫害，防治不及时怎么办？
遇到连续阴雨天气、冰雹，无法及时收获造成
减产怎么办？真遇上其中一种情况，大半年的
心血就白费了。

但是，随着嘉祥县恒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上门和张先财谈“合作”，张先财的担心
减少了。

“合作社为种粮大户提供土地托管服务，
从最初的农资供应、种肥同播，到现在的涵盖
耕、种、管、收、加、储等环节的全程社会化
服务，让种粮大户省时、省心、省力，节支增
效。”梁宝寺供销社主任、嘉祥县恒兴农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玉军介绍，“比如说
喷药，种粮大户没有植保无人机，雇人喷药需
要增加支出；人工喷药很容易造成浪费，还得
增加支出。合作社用植保无人机喷药，一天能
喷300亩，喷洒均匀不过量、不浪费，避免了
土壤污染，干活又快还节省成本。”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组建了农机作业队，
合理定价，小麦、玉米一收下来就利用烘干塔
烘干，方便存储。工作变轻松了的张先财又扩
大了土地承包规模，从300亩扩大到了800亩。

据嘉祥县供销联社主任胡立元介绍，目前
全县已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140家，托管服务
土地30余万亩，组建了13家乡镇区域农民合作
社联合社，实现了乡镇区域全覆盖。

在全程社会化服务中，农民合作社还特别
注重科技推广应用，确保服务优质高效。今
年，张先财交由合作社托管的地块，每亩追施
肥料比传统追肥方式少10公斤，仅追肥一项就
少支出16000块钱。张先财仔细算了一下账：
合作社托管之后，施肥、飞防作业、机械收割
等成本降低，科学种植粮食产量提高，一年每
亩地能多收280块钱。

合作社全程服务省时省心

嘉祥种植大户

成了“甩手掌柜”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王 强 蒋言芳 报道
本报栖霞讯 每逢农历二、七是栖霞市蛇窝

泊镇驻地赶大集的日子。以往，提起赶集，蛇窝泊
人有喜有忧，喜的是：每到这时，近千米的大街上
总是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摊点，可以选购自己喜爱
的商品；忧的是，作为栖霞第二大乡镇，十里八乡
100多个村的果农都到这里赶大集，，赶完了大集
垃圾满天飞，一直是蛇窝泊镇头疼的难题。

2016年7月，蛇窝泊镇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引入专业环卫公司烟台春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8名专业的保洁人员全天候靠在主干路上进行清
洁，再赶大集就没了后顾之忧。

林松山是蛇窝泊镇政府驻地的一名保洁员，
也就是春雨公司的一员，每天工作8小时，上午7:
00到11:00，下午1:00-5:00。按照公司规定，必须时
刻在岗，工作内容包括小广告清理、街面保洁、绿
化带拾杂，甚至是交通疏导、卫生知识普及。

“镇驻地范围广、人员杂、盲点多，不实行全
日制管理根本达不到效果”，春雨公司总经理胡

义谈起镇区的环卫工作深有感触，“公司会给所
有保洁员配备服装和工具，一般村庄的大扫帚是
每人每月1把，而镇驻地则基本上每人每月4把，
可见工作量之大。但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如今来
到蛇窝泊的人都说街面真干净。”

“我们在栖霞全市镇街区率先启动环卫市场
化管理模式，把城乡环卫保洁工作整体推向市
场，实现‘作业’与‘管理’分离，避免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现象”，谈起工作开展情况，蛇
窝泊镇党委书记李卫国介绍说。同时，他们依照

“梯次推进、分步实施，市场化管理”的思路，逐步
探索出了“镇区范围全日化，村庄属地常态化，路
河盲区机动化”的城乡环卫管理新模式，以点带
面、纵深推进，趟出了独特的“环卫经”。

为实现市场化管理，蛇窝泊镇如今把现有的
村级垃圾箱体、清运转运车辆以及相关环卫设施
设备交给托管保洁公司使用，所产生的费用由托
管保洁公司承担。托管保洁公司增配相应的环卫
设施和车辆，同时，对垃圾收集、运输及道路清扫
保洁工作实施数字化管理。

不仅在镇驻地如此，蛇窝泊镇101个村庄按
照每百户配套一名保洁员的要求，每个村都安
排了数量不等的保洁员，全镇一共有248名保洁
员，对生活垃圾实行统一收集、统一运输、统
一处理。

栖霞城乡环卫一体化为农村大集解忧

□彭辉 报道
顺意电机公司的工人在装配电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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