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梦 通讯员 王国栋 王凯
实习生 赵紫玉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招来的企业直接“嵌入”

产业链条，成为地方政府成功招商的法宝之
一。山东信烨公司硅酸铝耐火纤维产品生产
项目，就是这样被吸引到茌平县的。“企业
进入当地产业链，可以很方便地在链条上找
到配套企业，形成协作，建立上下游关
系。”项目经理田兆山介绍，进驻聊城信发
高新材料产业园区南区后，厂房建成之日，
就是市场形成之时。

由淄博新引进的山东信烨硅酸铝耐火纤
维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以优质焦宝石、高
纯氧化铝、二氧化硅、锆英砂等为原料，生

产经高水平工艺处理形成的无机材料，广泛
用于钢铁、冶金、大型船舶、航空航天等多
个国家大产业领域。

进驻园区后，项目可享用0 . 60元/千瓦时
的电价、100元/吨的汽价，比中国长江铝能现
货价格低100元/吨的铝水原料。算下来，投产
后企业仅用电、汽、热以及PVC、铝水等原材
料价格，就比同业少花了钱，多赚了钱。

“近千家铝合金、新型铝材和电线电缆等
涉铝深加工企业纷纷进驻茌平，使我县铝加
工产业园由上游至下游紧密相连，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涉铝产业全闭合产业链条。”茌平县
发改局局长杨卫东介绍，“在茌平，越来越多
的企业正在享受产业集群发展的红利。”

凭借突出的产业链集群优势，茌平县项
目集聚效应已经显现：信发集团新上年产60
万吨白刚玉项目；领航铝业与深圳市力同联
手新上20万吨铸扎卷项目等。汉江集团、山
西惠峰集团、中国建材集团、浙江瑞大集团
等一批大个头名企纷纷进驻茌平。今年，茌
平县又吸引了年产3万吨超薄电子铜箔、山
东省中压输配电设备检测中心等7个重大项
目集中落地，凝聚起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

“信烨硅酸铝项目的落地开工是茌平
‘产业链经济’的成果之一。”在2017年全
县重点项目推进现场会上，县长朱正林介
绍，2017年像信烨硅酸铝耐火纤维项目、信

发铝制品公司高档铝合金轮毂项目等新开工
的57个重点项目，八成以上与五大产业链条
衔接配套。

近年来，着眼于打造综合投资最少、效
益最高的链条发展模式，茌平县着力打造了
以信发集团为龙头的铝产业链条、以齐鲁味
精集团为龙头的食品及生物化工产业链条、
以齐鲁公司为龙头的制药产业链、以规模型
板材生产为主的密度板产业链等五大产业链
条。全县1200多家企业接在五大产业上，占
全县工业企业总数的87%，年产值占县域经
济总量的82%。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密度板、
碳素、味精生产基地，全省最大的铝加工、
“大输液”生产基地。

厂房建成之日，就是市场形成之时

茌平:57个新项目全部“接在”产业上

□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4月22日上午，寿光市洛城街道屯西村
19号楼前，一栋新的电动车棚正在搭建。
“昨天刚给村委汇报建车棚，今天就动工
了。”19号楼一单元楼道长付秀玲说。

19号楼距离公用大车棚较远，而楼下
的车棚太小，建新车棚成为居民心声。

“我是楼道长，大家有事愿意向我
说，我再汇报给村委。”付秀玲说。

去年9月，付秀玲被推选为楼道长。在
屯西村，共有41名楼道长。

每名村“两委”成员包4至5栋楼，担
任所包楼栋的楼长，每个楼道再推选一名
热心人士担任楼道长。“楼长和楼道长作
为管理服务组织体系的延伸，将服务管理
的触手深入到每个楼道、每家每户。”屯
西村党支部书记葛茂学说。“依靠以前的
管理网络，村民一些诉求和建议很难快速
到达党支部。有了楼道长，村民的声音我
们能及时收集了解，诉求也能更加及时地
得到应答。”

看到楼道里谁家乱放杂物，付秀玲会
去说一下，让对方把楼道收拾干净。看到谁
乱停车，付秀玲也会劝阻。

“公选的楼道长都是村里有威望的人
员，对村内管理起到了很大辅助作用。遇到
个别居民不主动配合整改的，经过楼道长
们耐心沟通劝导，基本都认真遵守规章制

度了。”屯西村主任葛孚村说。
葛茂学认为，借助楼道长，屯西村实

现零距离服务群众的良性微治理。今年2
月，屯西村通过网络收集到村民一条建
议：17号楼楼上楼下两户因日常琐事发生

矛盾，影响了邻里和谐，建议村委从规章
制度层面进行管理。收到建议后，葛茂学
立即和村“两委”成员进行了商讨，决定
将邻里吵架列入文明评比一票否决的内
容。

因为管理得力，19号楼一单元被评为
2016年红旗楼道。付秀玲得到500元的奖励，
和她同住一个楼道的住户也获得200元奖
励。去年，这样的红旗楼道共30个。

“每次评比，压力最大的是楼道长。两
次夺不到‘红旗’，有人竟找我自动辞职。”
葛茂学说。

2016年，屯西村通过楼道长这张工作
网格采集矛盾纠纷、 村民意见建议等各
类信息1300多条，解决群众反映事项300多
次。同时，楼道长主动协助开展管理工作50
多次。

今年屯西谋划着加大对道德文明典型
选树评优的频次和力度，除了将“红旗楼
道”的数量由每季度30个增加到35个外，还
计划举办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优秀
共产党员等各类评选活动。

“通过举办一系列的评优活动，加大评
优的数量比重，我们就是要导向明确地进
行正向激励，让讲道德、讲文明成为社区主
流氛围，让多数人引导少数人，推动全体村
民整体文明程度提档升级。”葛茂学说。

“花开了没人摘，草绿了没谁踩，开了
单元门随手关，村民的素质大大提高了。”
付秀玲说。

近年来，寿光坚持政府主导、群众主
体、社会协同，全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遏
制了陈规陋习，减轻了群众负担，形成文明
和谐友善的乡村新风尚。

寿光市洛城街道屯西村，推行楼道长联系每家每户的服务体系，村内实现良性微治理

夺不到红旗，楼道长主动请辞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郭丽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日下午，淄博市博山区实验小学二

年级3班54名学生在老师和家长代表的带领下来到淄博市
国土资源局博山分局（以下简称“博山国土分局”）雷锋
文化馆，倾听雷锋事迹，重温雷锋精神。

博山国土分局雷锋文化馆于2014年9月24日在该局揭
牌，是沈阳军区雷锋团认定的全国首个雷锋文化馆。馆内
展出了与雷锋元素有关的陶瓷、剪纸、报纸、年画等珍贵
展品100多种，共500余件，以生动丰富的形式呈现和传播
雷锋精神。该馆讲解员和工作人员由分局青年干部兼任，
接待来自社会各界的参观100多场，超5000人次，在当地
发挥着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青少年学雷
锋教育基地以及双拥社会活动基地等作用。

雷锋文化馆倡导青少年向雷锋学习、践行雷锋精神，
联合组织青少年参观雷锋文化馆及现场创作等活动。自
“两学一做”活动开始以来，博山国土分局紧扣党史国史
教育主题主线，以展板形式，在雷锋文化馆二楼设立党史
国史教育回廊，将雷锋教育和党史国史教育有机结合。

“在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54周年之际，博山国土分
局通过讲雷锋、学雷锋、做雷锋活动的开展，用雷锋文化
不断推进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立足本职，积极传承和发扬
新时期的雷锋精神，从而打造富有时代气息的服务型机
关。”博山国土分局局长陈农说。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付明 报道
本报荣成讯 4月6日，记者在荣成市石

岛管理区永喜船业厂区看到，修造船平台上
停满了大型货轮，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沉寂多年的厂区又恢复了生机。“去年底企
业重整成功以来，已经逐步恢复生产，目前
已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排到了明年2
月份。”山东鑫弘集团董事长许仁武告诉记
者。

永喜船业是省内规模最大的修船企业，
自2014年下半年来，企业经营困难，逐步陷
入停产状态。石岛管理区启动重整方案以
来，省内外多家企业前来考察，最终位于石

岛管理区的鑫发集团获得重整资格，注资4
亿元全面接手永喜船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
成立新的鑫弘集团。无独有偶，去年底，浙
江舟基集团注资2亿元，完成荣成神飞船舶
制造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神飞造船恢复正
常生产。两大船企重整起航，为石岛修造船
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航运业持
续低迷，修造船订单下滑，国外船东弃船现
象时有发生，石岛修造船产业面临巨大挑
战。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神飞和永喜两大
船企经营陷入困境，生产逐渐停滞。

两大修造船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债权人

上门催债，上千名职工没有活干，影响到上
千个家庭的正常生活。面对困局，石岛管理
区管委会制定了“职工权益第一、损失降到
最低、维护社会稳定及保障公司生产”的原
则，力图通过引入新的资本实现企业重整。
重组消息发布后，引起了诸多投资者的关
注，经过反复考察比较，最终舟基集团和鑫
发集团以合理的报价和妥善的重整方案获得
了重整资格。目前，两家企业的职工工资已
获得足额补偿，各种保险获得接续，企业没
有主动辞退一名职工，也没有引起群体性事
件。原有企业的债务获得清偿，债权人的权
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两大船企目前正开足马力全力向前。新
的永喜船业在业内招聘了20多名高层次管理
经营人才，短短几十天时间内就承接了意大
利、德国以及中远COSCO等多家客户的10多
艘船舶的修船业务，目前正在接洽30万吨的
超大油轮和超大散货业务。来自舟基集团的
崔健经理目前是神飞造船的生产负责人，他
从浙江带来20多人的团队，与神飞原先的管
理技术团队一起，带领工人全面恢复生产。
“我们把浙江的3艘880箱集装箱船的订单带
了过来，加上与原先神飞老船东续签的订
单，目前手里已积累了4亿元货值的船舶订
单，企业已正常运转。”崔健说。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23日，青岛市市南区举行全民阅读暨

“朗读市南”活动，“朗读市南”品牌正式揭幕，同时揭晓青岛
市十大畅销书，并举办现场赠书仪式。来自市南区机关、街
道社区的朗读爱好者与青岛朗诵艺术家协会的专家一起呈
现了一场精彩的主题朗读会，分享了《五月的青岛》、《花街
四月天》、《名家笔下的青岛》等经典名篇。

“朗读市南”是市南区推出的集阅读、朗读于一身的活
动品牌，独创的LOGO设计中，用书籍和麦克风寓意阅读和
朗读，活动倡导大家爱阅读爱朗读。

市南区官方微信“微市南”开设的“朗读市南”板块也在
当日同步上线。“朗读市南”板块将采用微信+H5产品形式，
采用富媒体手段，多屏联动，引领快乐领读理念。以音频为
依托，聚集知名作者、本土读书人、本土爱书人等等。网民可
以在线聆听、欣赏优美的文章朗读音频。同时，朗读爱好者
不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愿意把心中最爱的那本
书、那段文字朗诵出来，分享给爱书的人，都可以点击“朗读
市南”板块，在线朗读、录制一段自己喜欢的诗篇、美文。“朗
读市南”板块面对所有网民，用精美语言进行朗读，用最平
实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实现文化感染人、鼓舞人、
教育人的传导作用，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

近年来，市南区注重阅读、倡导朗读，全面提升居民的
道德素质，“书香市南”的氛围日益浓厚，“朗读市南”的风潮
逐步兴起。此次活动，将赏花与朗读结合，让花香与书香交
汇，鼓励全民参与其中，感受“春意市南，时尚花开”。下一
步，市南区委宣传部将积极推广“朗读市南”品牌，开展系列
活动，营造全民爱阅读、爱朗读的浓厚氛围。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白聪聪 毕德利 报道
本报禹城讯 “以前去党校学习不容易，有时想去也去

不了。如今家门口建了党校，市里选派的老师送课上门，真
是太好了！”4月24日下午，听完村级党校讲课的禹城市房寺
镇邢店社区老党员陈义华说。

为强化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禹城加强村级党校建设，
依托村级活动场所，在全市12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镇
级党校，市委统一挂牌，110处培训示范点高标准建立村
级党校，并配齐设备设施。为配强师资力量，该市建立村
级党校讲师团，由市委党校教师、涉农部门业务骨干、乡
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优秀管区书记及先进人物等组
成，同时，各乡镇（街道）从威望较高、作风正派、能说
会讲的农村党员中，筛选确定一批党校教师，以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

禹城市委组织部长张建军介绍，为确保培训效果，该市
村级党校校长由组织能力强、威信高的党员担任，是党员的

“两委”干部要全部兼任党校教师。及时根据村级班子变动
调整党校班子，使村级党校工作连续有序。该市专门进行基
层党员调研，根据党员需求点单配餐。培训内容除了包括党
章党史、经济社会、传统教育三个方面，还有扶贫开发、农业
技术、畜牧生产、经济发展、农民工就业等多方面内容。同
时，依托市、乡红色教育基地，组织广大党员就近参观学习，
确保每名党员接受一次现场教育。市委建立健全检查督促
机制，将其列为乡镇（街道）党（工）委抓党建考核的重要指
标，与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管区书记履职评
议、支部书记星级管理挂钩，推动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

“朗读市南”品牌揭幕

禹城：党校建在家门口

博山国土分局：雷锋精神
垒筑干部道德高地

6亿元资金注入 千余名职工返岗

石岛两大船企“重整”风帆启航

□杨国胜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洛城街道屯西村19号楼后面正在修建停车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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