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崔德文 于志君

潍坊市寒亭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项目带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统筹做
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呈现出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当前，寒亭区以全面建设现代化北
部新城的目标定位，着力打造“富裕新
城、宜居新城、幸福新城、活力新城、
生态新城、和谐新城”，争当潍坊市
“四个城市”建设的排头兵。

调旧育新：

新旧动能转换见实效

寒亭区在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同
时，培育传统产业新动能，调旧育新，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强市
建设，以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实现产业智慧化、智慧产
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加

速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今年上半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 . 9

亿元，增长8 . 6%，增
幅 列 全 市 第 2

位。

如今的寒亭，依托中国食品谷、高
铁新片区、总部基地“三大平台”的载
体优势，突出打造“全市总部经济聚集
区和全国高铁物流创新发展试验区”，
加快总部经济载体建设，着力构建以潍
坊总部基地为中心，北海路、通亭街和
白浪河三条总部经济带为依托的“一心
三带”总部经济发展格局。目前，总部
基地已有170余家总部企业签订进驻协
议，其中中国铁塔、天津建工等83家企
业在寒亭完成注册，注册资本总额达50
亿元，14家企业开始纳税，今年1—7月
份纳税4349万元。

通过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生物基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节能
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寒亭区重点培育中孚药业、瑞力精工、
昊威环保、富迪新能源等一批龙头企
业，利用3至5年时间，培育一个100亿级
产业链、三个10亿级产业链。

寒亭区以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园、北
海工业园、先进制造工业园、高端食品
产业园等为载体，以“蓝色、高端、新
兴”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先进制造业向中高端发展。力争到
2019年，传统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10
亿元。

创新模式：

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近年来，寒亭区结合自身优势，将
农业产业链不断拉长，在采摘游和农产
品深加工上下功夫，将农业与加工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取得了良好
效果。

跨界融合化是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通过大力推动一、二、三次
产业融合发展，寒亭区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发展农业“新六
产”，推动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培
育精致农业、休闲农业、农家乐、农业
综合体等农业新业态。抢抓潍坊建设全
国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重大机
遇，抓好占地40平方公里核心区的开发
建设，全力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加快建设“中国食品谷”，打造国际食
品城和中国高端食品产业发展引领区、
全国食品产业龙头发展区。

寒亭区还大力实施全国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百县千乡万村”试点示范工
程，重点打造3至5个“吃、住、行、
游、购、娱”配套齐全的乡村旅游示范
标杆或示范点。加快品牌农业发展，推
进潍坊市康汇源生态农业示范园区、高
端食品展销中心、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
场等项目建设，扶持俊清蔬果专业合作
社、开轩花卉休闲农场等做大做强。

宜居宜业：

北部新城正在崛起

寒亭区坚持把建设宜居宜业城市放
在重要位置，近年来，不断改善棚户区
改造，为居民提供功能齐全、生活服务
设施完善的新型居住社区。同时，以建
设创业型城市为总抓手、总目标，着力
构建一流的创业服务体系，发展各类创
业平台和特色创业孵化基地，发挥潍坊
创业大学寒亭分校作用，打造寒亭创业
培训高地。

通过打造杨家埠文旅小镇、博物馆
群、锦绣潍坊三个重大项目，进一步优
化文化产业布局。积极培育“风筝故里·
画乡寒亭”品牌，举办中国年画传承发
展研讨会，成立中国年画民俗文化传播
发展中心，推动知名高等院校与杨家埠
木版年画社共建美育教研基地。以杨家

埠民间艺术大观园、杨家埠文化创意梦
想小镇为依托，加快形成集文化旅游、
影视创作、会展商贸于一体的民俗文化
特色小镇，打响潍坊民俗文化旅游“第
一品牌”。

寒亭区坚持抓好大气污染防控、城
市异味、扬尘管控、“散乱污”企业排
查取缔、养殖区关闭搬迁等工作。优先
发展教育，全面提升全区教育质量
水平，实施中小学建设提升计
划，推进义务教育“改
薄”工作，彻底解
决 大 班 额 问
题。引进
培 育

高
端 教
育，打造教
育产业园、教育创
客、教育园区等，进一
步提升寒亭对外吸引力。

□记 者 郑颖雪 戴玉亮
通讯员 于志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22日，潍坊总部基
地东区潍坊国贸中心A座内，山东广贸天
下总经理徐刚正在筹备山东中小贸易企业
的越南之行，以及紧接着召开的广交会。
就在一个月前，徐刚带着潍坊、临沂的一
批建材企业，在伊朗德黑兰国际建材展
上，签下了不少订单。

从去年落地开始，山东广贸天下就一
直致力于搭建北方跨境贸易平台，依托广
贸天下网的大数据平台资源，建立了北方
跨境电商大数据中心，并组织广交会潍坊
企业对接会，潍坊乃至全省越来越多的企
业，从这些大数据支撑的跨境贸易上受益。

不只广贸天下网，在潍坊国际贸易中
心，阿里巴巴、eBay、Amazon、敦煌
网、国际会展等公司纷纷进驻，借助这些
平台的资源和数据，“国贸大数据中心”
将逐步发挥核心引领作用。通过数据共

享、资源整合和增值服务，使进驻企业的
物流等成本降低，融资、通关、退税等也
一站式解决。

在潍坊总部基地，随着170余家总部
企业签约进驻，总部经济集聚效应逐步显
现，建基于此的总部创新小镇，在潍坊国
贸中心等重点项目的引领下，成为寒亭双
创的重大引擎。总部基地专门开辟空间，
打造双创基地，浪潮集团大数据双创基地
近期也将在此落户。

为了实现潍坊乃至山东产品与全球优
质采购商的高效对接，寒亭重点在潍坊总
部基地打造了山东(潍坊)跨境电商总部产
业园。“我们创新了‘区域总部企业+金
融服务平台+互联网全球采购平台’的
‘产融互联、产城一体’总部经济发展模
式，为省内外贸企业提供一站式跨境电商
产业链服务。”徐刚介绍，通过线上线下
联动运营，打造“365日永不落幕的广交
会”。

□记 者 郑颖雪 戴玉亮
通讯员 杜芸芸 报 道

本报潍坊讯 “这次住院，花了将近
1600元，我自己才拿了不到150元。”谈
起前不久的住院花费报销，潍坊市寒亭区
居民张安香难掩激动。

张安香一家三口，丈夫因脑血管疾病
失去劳动能力，儿子腿部受伤，暂时无法劳
动，她一开始担心花费高，不敢住院治病。
幸好，寒亭区在潍坊率先试点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和医疗商业补充保险

“一站式”即时结算，让张安香安了心。
“张安香这次享受到的，除了居民医

保，还有民政医疗救助，以及寒亭区专为
像她这样的贫困户‘量身定做’的医疗商
业补充保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民政医疗救助，并由政府出资购买商业补
充保险。民政救助和商业保险的费用由医

院垫付，再由医院与民政部门、保险公司
结算，张安香只需付报销之后的费用。”
寒亭区扶贫办主任于长廷说。

寒亭区确定了15处医疗机构为“一站
式”即时结算定点医疗机构，6个街道(开
发区)实现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
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
用和经居民医保和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的
个人负担费用，民政部门和商业补充保险
承担比例分别高达70%、30%。

寒亭区还在定点医疗机构成立分类救
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专业技术治疗组，设置
惠民门诊和惠民病房，建立“先诊疗后结
算”绿色通道，对贫困人口免收挂号费、
门诊诊疗费，对住院治疗贫困人口，所在
医院对CT等大型设备检查费和化验检查
费给予医保个人自负部分30%的优惠减
免。

高点定位 突出特色

打造现代功能齐全的北部新城

住院花销约1600元，个人承担不足150元

依托大数据，跨境生意忙

□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于志君

不过5年时间，小乐西瓜已经“誉满全国”。
2012年，还是某国企高管的宋会灵，为儿子小乐能吃到安全

的西瓜，毅然选择来到寒亭，开始了新农人的生活。
脱下高跟鞋，换上平底鞋，一切从头来。
从出口鹌鹑蛋的鹌鹑养殖场购买无激素的鹌鹑粪，发酵杀菌

后与煮熟的豆子、豆饼一起撒进地里，两年不计成本的投入，宋
会灵说：“先把地养肥，给西瓜一个好的环境。”

西瓜育苗、入棚、授粉、挂牌、翻瓜，她都亲力亲为，“像
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西瓜”，领着工人做好每一个细节。不使用催
熟催甜的激素，通过50项无农残指标检测，宋会灵的每一枚西瓜
都是安全可追溯的。

创业再难，付出总有回报。从2015年开始，宋会灵的西瓜销
售额迅速增长，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订单呈爆发式增
长，今年更是“一瓜难求”。随后种植的“潍县萝卜”，同样供
不应求。

宋会灵的创业经历，是寒亭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作
为全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源地，近年来，寒亭区将生
态、特色理念融入农业产业化战略，扶持新农人创业，推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现代农业强区的嬗
变。

就在9月初，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创建名单，“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列
其中。

宋会灵种植的西瓜和萝卜，正是这个产业园的两个主导产
业。产业园内，西瓜和萝卜种植面积分别达到了3 . 8万亩、5 . 2万
亩，年产值已近30亿元。

今年，寒亭区重点建设了高端食品产业园，引进多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中国食品谷核心区的中凯冷链物
流园、中百大厨房、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等一批产业项目，正推动
形成集保鲜贮藏、精深加工、贸易流通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宋会灵和寒亭区其他农业创业者、农户，将迎来新的5年机
遇。

西瓜萝卜，年产值近30亿元

①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
②潍坊总部基地东区一期
③中国食品谷总部基地(农商互联展示体验中心)
④寒亭西瓜名扬省内外
⑤美丽新农村前阙庄村
⑥王永训在制作潍坊风筝代表作龙头蜈蚣风筝
⑦潍坊禹王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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