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杨秀萍 孙亚飞
朱桂林 赵永斌

时光荏苒寒暑易，波澜壮阔大
手笔；5年砥砺扎实干，5年奋进谱
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唐县上
下同心，实干当先，开拓进取，实
现了一次次飞跃。

5年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900
万美元，对外贸易17亿美元。有自
营进出口权企业180余家，出口产品
达六大类上千个品种，覆盖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去”企
业和项目达 1 0个，涉及美国、韩
国、日本及欧洲、中东、非洲的相
关国家和地区，总投资额达1521万
美元；境外上市企业2家，作为聊城
市唯一拥有境外上市企业的县市
区，高唐县在全市对外开放中走在
前列。

在这不平凡的5年中，高唐县顶
住了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承受了
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阵痛，各项
事业在转型创新发展中再攀新高。
2016年，高唐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 8 8亿元， 5年期间实现年均增长
9 . 3%；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 . 03
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0 . 67%。与此
同时，产业转型扎实有效，三次产
业结构由11：69 . 7：19 . 3调整为9 . 9：
63 . 9：26 . 2。工业经济走出了一条以
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高新技术、
两化融合为明显特征的转型发展之
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431家，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 . 1%。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全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达到66家，新型经营主体达到
1520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初步建成。传统服务业优化升级，现

代物流、金融、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
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提高6 . 9个百分点。

顺应绿色发展，顺应时代要
求，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高唐
县正踏上新征程，澎湃出强大的绿
色动力。5年来，全县累计工业投入
780亿元，新上了时风电动汽车、泉
林秸秆制浆等一批过投资百亿元的
大项目、好项目。与此同时，时
风、泉林两大集团充分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积极领办产业园区，高点
规划、高端定位，“两大千亿”产
业园建设进展顺利。

高唐县先后被评为省首批循环
经济示范县、省首批两化融合试
验区、省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省农业机械化先进县、全省出
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以及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东省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全省“法
治创建”先进县、全省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县等。

高唐县在持续做大财税蛋糕的
同时，十分注重“让人民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加大民生方
面的投入。5年来，全县民生支出
80 . 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0 . 4%。
2016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3108元、
11634元。全县新增城镇就业4 . 2
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4 . 5万
人，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
定。

梦想的阳光，正更多
地照进高唐县百姓的现
实生活。在2016年群众
满意度电话调查中，高
唐县总成绩81 . 67分，
连续6年蝉联全市8县

(市区)第一名。
作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高唐

立足书画禀赋优势，精心培育文化
旅游产业新动能，打造书画文化名
城特色品牌，文化旅游产业正逐步
成为人民群众的致富点、经济社会
发展的有力增长点。如今，高唐县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今
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97 . 81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99 . 91万元，
同比增幅创新高。

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
法更重要的是担当。对于高唐县而
言，每次向前迈出一大步，都凭借
不惧险阻、一往无前的信念而来，
凭借勇于担责、舍我其谁的实干而
来。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
在民乐。”如今的高唐，经济社会
提速发展，民生保障不断增强，城
乡舒展富美容颜。

站在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高唐再出发，再跨越，
迈向未来的脚
步更加坚
定。

□ 孙亚飞 杜银时

“10月8号，德国专家就要来这里调试这个大家伙了。”9月28日，在高唐

县时风集团的一处新铸造车间内，车间主任林堂国对即将到来的德国进口KW

有箱静压造型线调试充满期待。

林堂国自1993年进入时风集团以来，始终坚守在铸造岗位。“我刚上班那

会，铸造全凭手感，倒件也只能人抬肩扛。那时候，一个车间300多人，一天

也就干出30来吨铸件。后来，车间开始引进进口设备，我们的工作强度才得以

缓解。目前时风集团日铸造能力达到600吨。”林堂国说。他在一次考察中见

到这台德国的“大家伙”，被它高度精准化、智能化的作业深深吸引，希望有

朝一日也可以引进。

今年，时风集团决定投资5亿元启动汽车高端零部件铸造自动化升级项

目，从德国引进了最新型号的造型线，且配备了法国100T/H砂处理系统、美

国中频无芯感应电炉，直接将时风的铸造工艺提升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这一套设备不仅省去了大量人力，提高了效率，而且原材料利用率也大

大提高，初步估计一年可以省500万元成本，而且绿色环保。”林堂国说。

在产业转型之际，高唐县引导企业在积极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通过自主

研发、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途径，提升核心技术优势，助力产业升级。目

前，高唐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431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30 . 1%，以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高新技术、两化融合为明显

特征的转型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绿色动力助推转型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的高唐实践

瞄准世界一流 力促产业升级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赵永斌

在高唐县姜店工业园，有一家民营
化工企业，虽然车用润滑油项目2013年
才开始投产，却敢向占据中国润滑油市
场80%份额的三巨头发起挑战。它就是
天泰集团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日，天泰化工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AIM成功挂牌上市。由此，天
泰化工成为我国润滑油品及化工领域最
早上市的民营企业之一。

身为山东天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
刘庆成通过在英国注册天泰集团化工控股
有限公司的方式，反向全资收购集团母公
司，实现了在英国整体上市的初衷。

谈及上市的历程，刘庆成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近几年集团发展非常迅速，
上市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缺乏境外上市的
资本运作经验。外援‘智囊团’的加盟，
给集团带来了机遇。上市当天，募集资金
313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255万元，给了我
们一个很大的惊喜。”

外援“智囊团”的加盟着实为天泰
集团的成功上市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天泰集团十分注重外籍高端人才的引

进，特别是在集团上市以后，先后引进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地的外籍专家8
人，在资本运作、投资策略、项目扩
张、市场运营等方面作好智力准备。

苏鑫林是澳大利亚籍华人，在美国
长达8年的资本运作经验，现任天泰集团
首席财务官兼执行董事，主要负责集团
内控和财务运营管理，包括对集团财务
业绩进行审核和分析及预测。苏鑫林坦
言：“中国有这样一个好的企业，作为
华人感到非常骄傲。”

随着企业上市和知名度的不断扩大，
天泰生产的亚硫酸铵、亚硫酸氢铵等产品
已冲出国门，出口到俄罗斯、澳大利亚、
埃及、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天泰集
团也成为全国最大、全球知名的亚硫酸
铵、亚硫酸氢铵生产龙头企业。在此基础
上，集团准备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力
争5年内实现百亿元产值。

如今在高唐，越来越多的企
业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全
球市场。据统计，5年来，全
县共有83家企业完成规范
化公司制改制，44家企
业通过上市挂牌进入
资本市场。

乡镇民企叫板国际巨头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赵永斌

高唐和台湾，每逢金秋便有这样一个“书画之约”：两岸书画家相
聚高唐，泼墨挥毫，品书论画，成为两岸交流的一道盛景。

在高唐书画博览会上，一位老人届届必到。他就是享有“当代张大
千”美誉的水墨画大师李奇茂。年逾九旬的他，和高唐土生土长又叶落
归根的著名书画家孙大石，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因友结缘，李奇茂一踏
进高唐，便被这里浓厚的书画氛围所吸引。如今，他不仅成了高唐的荣
誉市民，还将自己的美术馆建在了这片土地上。

高唐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李奇茂对这里“一见
钟情”。在第五届高唐书画博览会上，他即兴题词“人居四海、心在高
唐”，并决定将个人美术馆建在高唐。

在2012年第七届高唐书画博览会上，李奇茂美术馆正式开馆。李奇茂
美术馆建筑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收藏了他的100幅佳作精品及其捐赠的1000
余件文物古董。2013年李奇茂美术馆被文化部、国台办命名为首批“海峡
两岸文化交流基地”，成为首批10家入选单位中唯一的县级单位。

“我对乡情看得特别重，把自己的美术馆建在‘中国书画艺术之
乡’高唐，让我感到无比荣耀。”李奇茂说，“虽然走遍世界，但是在
这里始终感觉很踏实，我深深爱着这里。我把自己的作品和心爱的东西
长久捐献在这里，放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如今，每年都有20多位台湾知名书画家来高唐开展书画交流活动，
两地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为进一步提升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内涵，打造
海峡两岸书画文化盛地，高唐还规划建设了以海峡两岸书画交流中心、
李奇茂美术馆为主要内容的双海湖生态书画公园，为广大书画爱好者参
与文化体验、修学旅游提供良好的载体和平台。

李奇茂的“高唐情缘”

□ 孙亚飞 朱桂林 囤兴侠 张波

“高唐县创新实施的专项廉政谈话制度，让党员干部上任伊始就绷
紧一根‘廉政弦’，时刻松不得。”回想自己今年1月份就职三十里铺
镇党委书记时的廉政谈话，张立民深有感触。“上任之初先敲警钟，可
以帮助干部摒弃私心杂念，在新岗位上有所戒、有所为。”

专项廉政谈话制度，是高唐县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创新之
举。为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高唐县制定了《高唐县领导干部任职专
项廉政谈话制度》，谈话对象为全县新调整的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谈
话形式则分为集体谈话和个别谈话两种，即县委成立的“五人小组”成
员与全县新调整的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集体谈话；县委常委与
新调整的开发区、镇(街)及县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个别谈话。

“通过专项廉政谈话，能够促使大家在新的岗位、新的起点，始终
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保持头脑清醒，从严要求自己，做到干净干事不出
事，健康成长不掉队，兢兢业业出实绩，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
盼。”高唐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昌华介绍。

近近年年来来，，高高唐唐县县以以确确保保群群众众满满意意为为目目标标，，以以全全面面从从严严治治党党工工作作为为引引
领领，，吸吸收收外外来来经经验验、、创创新新工工作作方方法法，，政政治治生生态态得得到到新新优优化化。。据据悉悉，，高高唐唐
县县不不仅仅针针对对副副科科级级以以上上党党员员干干部部开开展展任任职职前前的的专专项项廉廉政政谈谈话话，，还还针针对对村村
级级干干部部建建立立起起村村级级干干部部廉廉政政档档案案。。为为防防止止党党员员干干部部疏疏忽忽大大意意，，绷绷紧紧他他
警警、、自自警警与与警警他他这这根根弦弦，，高高唐唐县县还还通通过过征征集集传传统统家家规规、、家家训训等等新新颖颖形形
式式，，增增强强党党员员干干部部廉廉洁洁从从政政意意识识。。

专项谈话绷紧党员干部“廉政弦”

①赛石花朝园的美丽花海、浓郁花香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

流连忘返。 □赵永斌 报道

②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让人向往。 □于国新 报道

③连续举办十一届高唐书画博览会，书画名城建设强力推进。

□孙亚飞 报道

④十九大代表、高唐县农业局副局长杜立芝（左一）贴近群

众，在大棚指导蔬菜生产。 □赵永斌 报道

⑤瞄准世界一流水平的时风集团项目现场。□赵永斌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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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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