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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赵洁 张英 报道
本报新泰讯 “多亏了工业联盟牵线搭

桥，今年1月份，公司和华东理工大学共同
完成的‘氨基葡萄糖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经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鉴定，已经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目前我们公司的氨基葡萄糖生产线在
国内市场规模最大。”近日，走进位于新泰
市的山东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
伟指着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生产线，这样对记
者介绍。

这是新泰大力推进“工业联盟+产业联
盟”战略，探索大企业家带动大企业、大企
业催生大产业的产业发展新路径结出的硕

果。近年来，新泰突出抓好“区域带动能力
强、行业核心竞争力强、财税贡献能力强”
三强企业培育，着力打造新型产业链条，深
入推动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助推全市工业
经济转型突破。

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是新泰为提
升服务效能，助推新常态经济平稳运行推出
的有力举措。去年以来，依托工业联盟，重
点围绕本地企业家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提
升，先后组织企业家代表团“走出去”，到
国内知名企业考察学习及参加企业经营管理
研修班，建立起“访学—反思—问诊”学习
交流机制。同时，坚持“引智先于引资”，
邀请专家、教授深入特变鲁缆、国泰拖拉

机、新巨丰等重点企业现场调研指导，组织
召开20家骨干企业战略规划座谈会，通过专
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家的思想碰撞启迪
战略思维，引导优势产业合理规划产业布
局，赢得战略主动。并先后邀请国内外专家
教授举办培训班8期，累计参学人员1600余人
次。

实施“三强”带动战略，项目建设是重
要载体。为此，新泰立足资源枯竭城市实
际，大力实施特变电工工程集成总承包和智
能制造、泰丰矿业集团与华能泰山电力公司
合作的光棒、光纤项目等技改项目71项，累
计完成投资94亿元，全市利税过千万元企业
达到149家。同时，强化科技引领，重点扶

持企业加快技术中心建设和新产品研发，增
创企业主体创新能力。去年，全市新增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5家、泰安市创新型企业1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泰安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泰安市创新型企业分别累计达到23家、
40家和30家。

为推动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新泰创新培
育特色亮点，实施铸链工程，精心打造输变
电设备、新型光电科技、汽拖配件制造、食
品加工、煤炭深加工五大产业链，培育产业
链上、中、下游企业，促进产业链企业的合
作，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增强产业综合竞争
力。

□记者 姜国乐 吕光社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报道
本报嘉祥讯 “作为全球最大的2,3-酸和2

-萘酚生产企业，我们的产量已占到行业总量
的40%以上，已进入了巴斯夫、默克等跨国公
司国际供应链。向下游有机颜料、基墨等行业
延伸的市场空间更大，这也是公司目前的重
点。”4月6日，济宁世纪阳光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屈莉铭介绍，“今年公司又有两个新中间
体项目投产，届时将成为国内产业链最长、中
间体品类最多的高端有机颜料公司。”世纪阳
光的迅速成长正是其进驻济宁市生物产业园之
后。

进驻园区前，世纪阳光厂房在城区，因
地方有限很多设备上不了，企业发展受到极
大限制。嘉祥县加强产业平台建设，对退城
进园的企业依照招商引资政策给予优惠。
2014年世纪阳光进园后，积极调整企业产业
结构、装备、智能化水平等，园区配套设施

的集约效应也为企业减轻了成本。
嘉祥县积极组织申报，帮助公司将有

机颜料工程研究中心认定为济宁市工程研
究中心 ,并为企业争取到5000万元国家专项
基金。屈莉铭告诉记者，政府在资金、政
策、技术上的支持让企业有了强大的发展
后劲，今年公司销售额将从3亿元一跃提升
到6亿元，3年内将跻身全国有机颜料前三
行列。

“如今，企业是否成功，已不再单纯地
看规模大小，看财富积累程度，而是看其在
各自领域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嘉祥县委书
记周生宏告诉记者，在嘉祥这样一个工业总
量偏小、产业层次偏低的地方，要膨胀经济
总量、做强新型工业，就要细分市场，打造
行业里的“隐形冠军”，让企业拥有“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力。

为让骨干企业成长为像世纪阳光一样的
行业小巨人，嘉祥县在审批上开辟了“绿色

通道”，实行“一条龙”等优先服务；对企
业提高工艺技术、扩大产能等为重点的技术
创新，优先支持申报国家和省、市重点项
目、科技计划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各
类“中心”和“基地”；今年县里出台新
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用于鼓励工业企
业技改扩能、科技创新、转型升级。

嘉祥县还在引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
“隐形冠军”企业上下功夫，吸引优秀企业
进驻，引进的山东益大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
针状焦领域的“翘楚”。

“我们利用超临界萃取分馏技术研制出了
高品质油系针状焦，打破了国际市场上美、
英、日、德等少数国家对该产品生产技术的垄
断。目前二期已经投产，今年产值可突破10亿
元。”山东益大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
靳建升告诉记者，该项目已占据产业链的高
端。

在培育招引行业龙头企业上，嘉祥引进

了包括广东中山博锐斯塑胶新材料、北京盈
和科技等一批在各自领域市场占有率高、研
发能力强的企业来建厂布点，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目前，嘉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增
加到205家，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到45家。

“拥有全国大豆领域唯一一个院士工
作站的圣丰种业，其油料作物种子综合实
力居全国首位；嘉冠集团油脂与植物蛋白
工程实验室被认定为济宁市工程实验室，
企业综合加工能力位居全国前十；德丰重
工拥有博士后工作站，并成为住建部装配
式建筑房屋部门部件科技示范企业，正在
建设山东省首个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公租
房……”细数嘉祥的行业龙头，嘉祥县发
改局副局长何敬伟显得颇为自豪。一组数
据也见证了嘉祥工业增长的好势头，今年1
至2月，嘉祥县工业总产值40 . 59亿元，同比
增长19 . 82%，工业用电量18398万千瓦时，
同比增长28 . 63%。

让企业拥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力

嘉祥：细分市场培育“隐形冠军”

企业家带动大企业、大企业催生大产业———

新泰：产业发展新路径结硕果

□李剑桥 孙杰 报道
本报阳信讯 用手机拨打一个灌溉专用号

码，水自动流入田间，浇完地，再拨打一次，
水流停止。4月10日，记者在阳信县金阳街道
一麦田地头，见到了这样一幕。这就是在全县
已推广17 . 2万亩的智能节水灌溉法，据测算，
每亩可节水20立方米。

阳信县金阳街道义门丁村村民丁胜利正在
给自家小麦进行春灌，丁胜利告诉记者“有了
这套智能灌溉系统，浇小麦轻松多了。”

据介绍，这个灌溉系统节水省钱省力省
心，根据出水量和功率大小的不同，每小时收
取的价格15元到22元不等，平均每亩地的灌溉成
本不超过20元，收取的这些费用主要是作为朝阳
农业公司的服务费，包括调水费用、电费、管
道维修费、二级提水费用等。“以前是靠天吃

饭，没水只能等着，现在没水可以进行二次提
水”。技术人员说，智能节水灌溉系统的所有
管道铺设在地下，直接在田间地头设置出水泵
口，灌溉用水由每亩每次80立方米降到了60立方
米，按每年灌溉4次计算,每亩每年可省水近80立
方米。按阳信县的推广面积计算，该县一年可
节水1376万立方米。

该县金阳街道利用信息平台，创建了智慧
化水利管理模式，经过创新研发和系统升级，
完善了IC卡计费系统、客户端充值系统、微信
支付充值系统和数据云管理服务器，将原来的
遥控器控制升级改造为手机远程遥控，利用微
信支付系统冲卡缴费，进一步方便了群众。据
悉，阳信县将力争用1-2年的时间，实现60万
亩基本农田智能节水灌溉全覆盖。

手机一点 水流田间
阳信县智能节水灌溉面积达17 . 2万亩

□通讯员 万照广 李自发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开办“四点半”学校免费提供孩子放学照

顾和辅导服务；群众可随时到文体活动室打乒乓球、写毛笔
字或唱歌跳舞；卫生计生保健服务和综治巡逻全覆盖；水电
等日常缴费“一站式”代办……4月7日，记者走进枣庄市薛
城区常庄镇种庄社区，看到该社区党建综合体正积极拓展
服务范围，向党员和群众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在种庄社区2100平方米的办公楼里，记者看到，里边有
集居民议事室、居民健康服务室、党代表活动室、廉政教育
室、远程教育室、基层党校、人口学校等。走进文体活动中
心，居民有的下象棋，有的练书法。图书阅览区内，居民在聚
精会神读书看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足30平方米的
办公场所，“两委”班子成员以及村文书都在这里办公，为群
众提供“零距离”服务。“我们的社区党建综合体以服务为主、
办公为辅，目的是为居民营造一个温馨的家。”社区党支部书
记种道标告诉记者。

据介绍，自去年下半年开始，薛城区整合村居办公资
源，突出“小办公、大服务”理念，以村级组织规范化服务建
设为着力点，首批建成并投入使用102家党建综合体，占全
区村居总数的4成以上。党建综合体融村史馆、便民服务中
心、文体活动中心、党建服务中心、廉政教育基地等于一体，
为群众生活、生产、娱乐、教育提供了便利。

“我们通过组建党建综合体这一平台，力求村居干部办
公空间最小化，对群众服务最大化。将干部腾退出的办公室
改为图书室、文体中心等公益活动空间，真正方便群众。”常
庄镇纪委书记张扬介绍说。

薛城区：102家社区党建

综合体投入使用

□李剑桥 报道
4月10日，在阳信县金阳街道一麦田地头，村民正在使用智能灌溉系统给小麦进行春

灌。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10日，青岛市李沧区启动露天烧烤整

治行动，城管、市场监督、食药、公安、环保五部门联合执法。
自当天起，李沧区采取“分区负责，集中清理”的方式，每天
下午5点起，在全区范围内巡回执法，对各中队提报的难点
以及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清理取缔。

据悉，李沧区以“持久战”的态度治理露天烧烤问题，将
露天烧烤治理纳入常态化工作模式。李沧专门成立了由40
位年轻城管队员和2名公安人员组成的夜间执法队，采取

“分区负责、集中清理”的方式，每天17:00至24:00，在全区范
围内巡回执法，天天集中出击。

在严管重罚“硬性”整治的同时，李沧区对露天烧烤行
为没有一刀切，在“疏”上打出了组合拳。

“很多人对‘街头一坐、烤串一握’的美食体验津津乐
道，这意味着有庞大的市场需求放在那儿，执法部门一概禁
绝，难以做到。”李沧区城管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面临

“不管不行，管又难管”的难题：在执法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暴
力抗法、无理取闹的业主，甚至一些食客也借着酒劲一起起
哄，指责执法人员搅了他们的兴致。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下，李沧城管转换思路，在严管
重罚占路经营、不使用环保炉具的野烧烤的同时，从引导转
型、服务市场的角度上想出路、下功夫。

李沧区采用市场化运作手段，由公司出资、政府监管，
在宝龙城市广场、乐客城、万达广场附近的空旷地带建了3
处烧烤规范区，引导不具备室内烧烤经营条件的业主及居
民在规范区内经营和就餐，帮助烧烤摊点完善经营手续，实
行挂牌、亮证、合法经营，逐步培育规范的烧烤市场。目前，
已吸纳60余家业主入驻规范区。

李沧区：五部门
联合整治露天烧烤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王延芳 闫亮亮 李丽 报道
本报滨州讯 4月的滨州，春暖花开，正是耕作的好

时候。4月13日，记者行走在黄河岸边的滨州市滨城区市
西街道北赵居委会，只见柳枝吐绿、桃花初放、春意盎
然。该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赵爱军说，这是村里按一块地一
亩开发的“一亩菜园”，共50亩，已全部租给城里人。城
里人租地“种快乐”，村集体收租金，村民从租金分成，
还能给租户打工赚劳务费，一举三得。

谁曾想，现在这又精致又赚钱的小菜园，几年前还是
个砖窑厂，后来窑厂被取缔、废弃，变成了脏乱差的聚集
地。有个别村民开始在周边乱挖土，抢种树，搞违建，群
众意见很大。刚刚上任的支部书记赵爱军，决心拔掉这个
长在村口的“毒刺”。

在党员和多数群众的支持下，北赵填起长期挖土挖出
来的大坑，整平了土地，按一块一亩做成方田，并分别建
起漂亮的育苗屋。“一亩菜园”每亩一年1450元，10年租
期，种蔬菜或其他农作物，不能种违法植物。消息发出不
久，这“小菜园”就被城里人“抢”租完毕。

铲平废窑厂，除去脏乱差，环境美了；村集体有了租
金，再将租金平均分给村民；有的租户缺乏种地经验，有
的种地时间靠不上，他们就通过居委会雇村民到田里务
工，村民再得一份收入。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在淄博市淄川区的大街小巷，烧饼店、
烧饼摊随处可见，这一饼皮香脆、馅味鲜美
的传统美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深受
淄川人的喜爱。那要问起淄川到底有多少烧
饼经营户，恐怕很少有人能说出具体的数
字。

淄川区数据统计系统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打开该系统，输入“烧饼”二字，70多
家烧饼经营户的信息就显示了出来，烧饼铺
的门牌号、户主姓名、联系电话、有无工商
或民政证照等信息一览无余。这是日前在淄
博市淄川区数据统计系统看到的一幕。

以前，淄川区对规模以上企业信息掌握
比较全面，而要快速了解淄川肉烧饼、道口
咸菜这类小个体经营户的状况则非常麻烦。
有了数据统计系统之后，一切都变得便捷

了。
自2014年年初开始，淄川区在大数据理

念的指引下，投资12万元着手建立淄川数据
统计系统。该系统基于淄川区加强数据管理
和提高统计服务水平的要求，立足政府统计
和信息化管理职能，拟依托淄川区普查数据
库及有关部门的电子信息化基础，建立专门
的数据统计平台。

目前，该系统以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为
基础，对淄川区所有的企业和个体单位进行
了登记，通过分成有证企业和小经营户两大
类，彻底摸清了淄川区二、三产企业家底。
通过系统数据查询功能，可以看到每家企业
的基本情况，如单位名称、详细地址、主营
业务活动、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号等等；通过
数据统计功能，可以从单位类别、镇街道、
行业三个类别对已登记企业进行分类汇总，
统计出淄川区所属分类的企业个数。具体到
每个镇、每个村，到底有多少家工业企业、

三产企业，在系统中一查便一目了然。
淄川区昆仑镇是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区、中国锻压装备制造交易基地，在百
年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机械加工
专业村。该镇许家村是远近闻名的机械配件
加工专业村，2015年，全村区域产值达2亿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过万元。全村具体有多
少家机械加工企业、个体户，村支书孙即伟
心里也没有一本详细的明白账。而在数据统
计系统中显示，该村共有17家企业、124家个
体户从事机械配件加工，为该村管理提供了
数据支持。

淄川数据统计系统的建设，一方面解决
了数据不统一、不规范、不好用的问题，进
一步提高了政府统计数据公信力。另一方
面，是对第三次经济普查大数据的延续与开
发挖掘，把大数据对国家层面的用处延伸到
本区县具体需求中来，为政府优化产业布局
提供详实的基础资料。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

预警系统，对宏观、历史、区域、经济逻辑
等数据的集聚和比对，为政府掌握经济运
行、指导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提供依据。还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统计信息服务的需要，无
偿提供给村级集体、政府部门等这类经济实
体查询，相当于镇村“经济户口”，提供权
威、全面、及时的基础性数据和咨询服务。
通过构建行政管理基础数据信息资源库，实
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
享，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下一步，我们还将对数据统计系统进
行进一步的升级和完善。一是健全系统统计
指标，体现统计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反映的
大容量、广覆盖、高深度；开设亿元以上投
资项目平台，突出抓好全区重点项目；与相
关部门搭建起数据共享平台；拓宽查询功能，
突出重点关注、综合查询、相关连接三大功
能，方便个性化定制及数据信息的交换和进
一步加工。”区统计局局长李兆江表示。

“经济户口”底子清 产业发展“智慧库”

淄川：大数据理念促经济数据共享

滨城区：铲平废窑建菜园
引来租客富乡民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
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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