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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周 艳
本报通讯员 许文强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滨州
市以推进县域经济提升为引领，紧抓全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的有力契机，积极
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不断壮大区域经济
“底气”，确保全市经济“强筋健骨”。

特色鲜明，三产融合发展

粮食产业是滨州的优势产业，该市初步
形成了以邹平玉米、博兴大豆和滨城、惠
民、阳信小麦精深加工为主体的，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粮食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目前，
该市拥有163家规模以上粮油食品加工企业，
其中，渤海实业、三星集团、西王集团、香
驰控股4家企业位居全国粮油行业前10强。

无棣县拥有鲁北集团、鑫岳化工、三岳
化工、森岳化工、融川医药等一批骨干企
业，逐步形成了包括海洋化工、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等门类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特色
的产业体系，实现了规模化、集群化、一体
化发展，成为鲁北地区重要的化工产业基
地。

在博兴县，电子商务正成为促进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该县成功举办了全国第三届淘
宝村联盟大会，再次获得“全国电商百佳
县”称号，新增淘宝镇2个、淘宝村6个，淘
宝商户突破1 . 2万户。博兴拥有今日澳博厨具
在线、中国涂镀网等12个企业电商平台，开
通国际网站企业达53家，成为“互联网+外
贸”出口创汇新的增长点，全年实现电商交
易额360亿元，电商扶贫脱贫人口占全县贫困
人口的10%以上。

黄河三角洲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基地、华
为大数据产业园分别在滨州经济开发区、北
海经济开发区落户，推进全市大数据、云计
算产业起步发展。10月24日，滨州携手京东
集团推出“互联网+电商教育”项目，“滨州
在线教育云平台”成为京东首个正式上线的
教育云平台。

市场主体达到23 . 5万户

通过“放管服”改革，市场活力进一步
释放。年初以来，滨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2 . 4
万户、总数达到23 . 5万户，分别增长2 . 9%和
14 . 1%，分别超过全省平均增幅5 . 1和0 . 2个百
分点。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滨州市政府与省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共同组建了100亿元
的重组并购母基金；中信银行、齐鲁银行落
户滨州，全市市级银行机构达到20家。

资本市场融资步伐加快，博兴县先达股
份主板上市，裕龙农牧成功在新三板挂牌，
全市上市公司达到16家，居全省第6位；累计
募集资金539亿元，居全省第5位。

邹平县制定出台了《邹平县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实施意见》，2017年累计发行各类债
券、票据14期，融资总额达到133亿元；上市
公司累计从境内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394 . 2亿
元，上市公司个数、融资额均居全省县级第
一；2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14家企业在齐鲁

股交中心挂牌。

城镇化率达到60%

该市各县（区）以打造滨州中心城市的
“副中心”为目标，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近五年投资总量达到220 . 9亿元，城镇化
建设步伐提速。2017年上半年全市城镇化率
达到60%，中心城区面积和人口分别达到95平
方公里、80万人。

邹平县以省级新型城镇化试点为抓手，
编制完成《邹平县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
2020年）》，建立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
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机
制。棚户区改造新开工8569户，建成6138
户，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77%和115%，

滨城区棚改跑出“加速度”，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气化滨州”工程铺设高压、
次高压天然气管道230公里，68个乡镇（街
道）完成管网铺设，53个乡镇（街道）接通
天然气。

□ 本报记者 杜文景

走在狭长的古镇小道上，路两边是沧桑的
古民居建筑群。置身古窑村，依稀能感受到这
里曾经的辉煌。零星的废弃窝窝头窑，见证了
当地民众变土为金、火里求财的聪明才智。

古窑村位于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街道(原山
头镇)，是博山陶瓷的发祥地。据记载，山头
制陶业早在北宋年间已具相当规模。清代，山
头窑业盛况空前，一跃成为博山陶器重要产
地。如今，山头已成为全国五大陶瓷基地之一
淄博陶瓷基地的主要产区。

陶瓷作为山头的传统产业，养育了一方百
姓，培养了大批陶瓷熟练工人和陶瓷匠人、陶
瓷大师。“目前，山头街道拥有各类技术人员
2000余人，其中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12
人，省级各类陶琉艺术大师60余人，民间艺人
200余人。”山头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栋介绍。

古窑村处于山头街道经济中心和交通中
心，服务业陶琉特色小镇就是以古窑村为载
体，以保护传承陶琉文化、古窑文化、孝文化

为基本点，以“文化+旅游+陶琉产业”三位
一体为路径，突出陶琉产业优势，形成以现代
服务业为主导，融民俗文化、休闲文化、创意
文化为一体的国际型陶琉小镇。

如今小镇古圆窑仅剩20余座。明清居民建
筑群的住宅与陶瓷圆窑建在一起，成为的家庭
作坊，随处可见。利用烧制陶瓷废弃的匣钵，
所砌屋墙、院墙，处处皆是，形成的街巷、胡
同风貌独特，更具“陶”镇风情。

“随着陶琉小镇的规划建设，山头街道将
这些历史和工业的遗存注入文化旅游新内涵，
整合盘活现有人才、产业、土地等资源，让废弃
的窑、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山头街道党工
委宣传委员吴宁宁介绍，陶琉制作传统手工艺
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生态取向和文化价
值可以回馈地方产业，建立综合立体的发展系
统和脉络，打造具有综合效应的手工艺经济。

山头街道先后聘请上海同济大学、美国雷
拓公司、上海罗昂公司、中意国际设计有限公司
进行规划设计，合理规划空间，引导产业布局。

据介绍，陶琉小镇规划范围以陶瓷琉璃国

际商贸城为中心，规划面积3 . 15平方公里。
小镇规划结构为“一脉，两带，十星，四块”
（一脉指岳阳河—孝妇河滨水景观脉络；两带
指东西—陶琉创意文化旅游带及南北—传统历
史文化旅游带；十星指打造十处核心文化景观
点；四块指古窑村传统村落、陶琉艺术大师
村、“1957”陶艺城、中国（博山）陶琉艺术
孵化中心四大重点建设的焦点板块）。

其中，“十星”共包含博山山头古窑村传
统村落保护项目、中华美食园、西庄片区特色
饮食精品民宿街区、中国（博山）陶瓷琉璃国
际商贸城、陶琉物流仓储中心、中国（博山）
陶瓷琉璃艺术大师村、“1957”陶艺城项目、
中国（博山）陶琉艺术孵化中心、上海大学玻
璃艺术学科博士工作站、博山琉璃文化艺术中
心10个子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逐步形成集陶琉艺术产业
孵化研发、陶琉产品生产展销、工业怀旧旅
游、陶琉文化保护传承展示于一体，全国一流
的陶琉产品、工艺品‘研发基地、生产基地、
销售基地、旅游基地和陶琉文化展示基地’，

推动提升博山城市文化品位，拉动博山地区三
产经济，助力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李栋
说，小镇建设投资分为基础配套设施投资与景
观带项目投资两部分，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约15
亿元；特色小镇景观带建设投资约34 . 51亿
元，已完成投资16 . 73亿元。

据了解，小镇的主要经济效益分为直接经
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两部分。项目预计投资
收益37500万元，投资收益率10%，投资回收
期10年左右。其中，休闲文化旅游，预计收益
16000万元，收入主要包括门票、餐饮、住
宿、购物、游乐设施等收入；商贸流通，预计
收益13500万元，收入主要包括仓储、展销
等；文化创意、科技研发预计收益8000万元，
收入包括体验、技术转让、孵化等。

“项目一旦实现直接效益37500万元，按
1:2 . 5比例计算带动其周边产业收益，预计
93750万元。根据小镇内的发展业态，现代服
务业产值比例将达到80%以上，将带动当地陶
琉产业工业增加值增收30%以上，增加就业人
数3万余人。”李栋说。

□记 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孙一涵 赵彦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从淄博海关了解到，即日起
海关调整进口减免税货物监管年限，除船舶、飞机
和机动车辆外，机械设备、先进生产线等其他减免
税进口货物的监管年限由原来的5年调整为3年，大
幅“瘦身”。

据了解，对符合国家鼓励条件的高新技术进口
设备或货物实施减税、免税政策，是海关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助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监管
年限调整后，更加有利于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步
伐。”淄博海关审批备案科科长王业光介绍说，淄
博海关每年为企业审批减免税款逾千万元，此次监
管年限“瘦身”后，企业进行生产线改造升级将更
加便捷。

据了解，减免税进口船舶、飞机的监管年限为
8年，减免税进口机动车辆的监管年限为6年，此次
未作调整。

■服务业特色小镇系列报道④

陶琉小镇：唤醒古镇文化之魂

县域经济转型为滨州“强筋健骨”

□ 本报记者 周艳

从屯西村到现在的屯西社区，963户村民
摇身一变成了市民……10月16日，记者在寿光
市屯西社区看到一排排现代化的居民楼林立，
绿树成荫，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社区公共区
域聊天。村支书葛茂学告诉记者，这里曾是破
旧不堪的城中村。

据介绍，屯西村先后经历5次拆迁，未发
生一起信访案件，24栋楼一次性分房成功，没
有一户提出质疑。为什么拆迁改造工作这么顺
利？葛茂学说，这是因为村里摸索出了一套
“阳光改造”的经验，从改造方案的制订到建
筑材料的选择、楼栋楼层的分配，村党支部主
动张榜公开。针对群众关心的建筑质量问题，
由群众推选出的23名代表全程监督，关键环节
和重大问题由村民实名投票决策，最大限度打
消了村民的疑虑，村民自然搬得放心。

在屯西社区，记者注意到这里没有一家安
装防盗窗，即使是低楼层的住户。葛茂学解
释，社区里安装了486个摄像头，保安每2小时
巡逻一次，入住后从未发生一起盗窃案件，治
安好，自然住得安心。

从大瓦房到现在的楼房，变化的不仅是居
住环境，还有生活方式。村民一步上楼变市
民，很多旧的生活习惯一时改不过来。村党支
部早考虑到这一点，2015年交付钥匙时，就同
步发放了《屯西社区村规民约》和《物业管理
制度》，对移风易俗、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等
进行规范。刚开始一些村民很不习惯，也不在
意，一段时间之后感受到了规范带来的好处，
也都欣然自觉遵守。就拿红白喜事移风易俗来
说，葛茂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办场白事
得花上六七千元，甚至上万元，现在观念转变
了，两千多元就够了。

居民实现角色转变之后，社区今后的发展

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当初社区改造留下了9
万平方米的沿街房和近2亿元现金。这些集体
资产如何运营管理，才能实现保值增值？有过
担任乡镇企业厂长经历的葛茂学认为，应当像
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他说，前几年寿光现
代中学准备扩招，村里积极对接，投资2 . 2亿
元建设了屯田学校，出租给现代中学，年租金
1300万元，这样一来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
资产，既有了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针对沿街商铺人气不足的问题，村里决定
把年底集中发放的肉奶蛋油变成日常发放的
“福利票据”，村民在沿街商铺吃饭、购物、
理发时都能使用，商家在固定日期到村里兑付
现金。同时，规定发放的票据必须在规定时间
用完。

这样就使票据流通起来，既满足了群众需
求，又盘活带动周边商店，目前93%的沿街商
铺被抢租出去，年租金达到900万元。

城中村改造的“屯西样本” □李 峰 杜文景 报道
本报高青讯 “目前我县共有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农产品19件，数量居全省前列。‘国标’产品如
此之多，关键在于‘太公福地·北纬3701’的地理
位置。”10月31日，高青县农副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副主任王春江说。

地处北纬37°黄金纬度线上的高青县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依靠这一纬度线的地理
位置优势，近年来，该县不断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农产品品牌建设。目前，申请认证的有
机、绿色、无公害产品多达133个。为防止假冒伪
劣，该县委托指定有实力企业（合作社）享有商标
独家使用权。成立农产品品牌创建办公室，具体负
责全县的品牌运作。农业品牌得到了充分保护，其
价值也得到充分体现。高青大米、高青黑牛肉等通
过电商销售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李伟伟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0月27日，利津经济开发区云智

创新创业示范园顺滕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内，员工们
正忙着网上销售、商品打包，一派繁忙景象。“今
年5月，我们搬进了创业园，不仅省去找房子的精
力，还能免第1年的租赁费、水电暖等多项费用，
为我们青年创业节省了不少。”该公司负责人宋文
超说，现在他有6家淘宝店铺，每天销售200多件产
品。

利津经济开发区将辖区内闲置厂房进行盘活再
利用，打造了云智创新创业示范园。园内以北京恩
源公司“源网”平台为龙头，重点发展电子商务，
帮助实体企业实现网上运营。同时，开发区每年投
入300万元扶持资金，对进驻的创业企业、创客提
供费用补贴。目前，园内已进驻创业企业40家，创
客28人，拉动了区域电商化进程。

10月26日，滨州市良友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内，工作人员在进行聚氨酯涂膜性能实验。
该单位自主研发的良信牌951聚氨酯防水涂料是合成高分子材料，耐低温达到负35℃，性能优异、环保无害。该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广泛用于高铁、地铁防水工程及民用工程中。

□杜文景 王世翔 李荣新 报道

□周艳 蒋惠庆 吴宗琴 报道
10月16日，无棣县西小王镇大官庄村村民

在采摘棉花。
西小王镇是该县的植棉大镇，今年棉花

种植面积达8万亩。该镇将棉花产业作为富民
的支柱产业，引导群众规模植棉，引进鲁
K836、鲁棉研37号、国欣棉9号等优良棉种，
亩产量可达500斤左右。

□杜文景 李言心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年来，东营将加快发展服务业

作为城市发展和经济转调的主阵地，推进高端、融
合、集约发展，服务业正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截至目前，该市推进实施的服务业重点建设项
目多达24个，总投资488亿元。今年续建和新建的
项目包括东营宝龙广场、国家轮胎及橡胶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广饶橡胶轮胎分中心试验场等项目。
全市商贸物流、电子商务、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
现代服务业多元业态不断涌现。今年，该市多个项
目被列入2017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其中包括东
营胜利机场跑道延长项目等。大项目的建设为东营
注入新技术、撬动新产业、发展新业态、形成新模
式。

重大项目助力

东营补齐服务业短板

进口减免税货物

监管年限调整

□杜文景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以前，村里的路又窄又不平，

更别提没有路灯了。”近日，沂源县西里镇公培圣
老人说，这几年镇上的山西万村变化可大了，不仅
路宽了，还安了路灯，建了广场。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西里镇抢抓
发展机遇，对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探索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过去守着青山绿水百姓两手空空，如今
连沂源红母树都成了这里开发乡村游的卖点。其
中，张家泉村用半年多时间打造朱彦夫事迹宣传教
育基地，大力发展主题性的乡村游。截至目前，西
里镇已打造高山桃源A级景区，建成“六有精品”
采摘园5处。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蒋建卫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在近日进行的黄蓝经济区重

点项目建设计划执行调度检查中，广饶县102
个年度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和达到计划建设进
度。

广饶县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多措并举
健全重点项目管理机制，目前，111个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157 . 7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79 . 3%，同比提高27 . 1%。同时强化项目动能
储备，先期筛选确定项目100个，总投资620亿
元，建立了三年重大项目储备库，加速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

□李荣新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年初以来，滨州市滨城区实施产

业集群壮大提升工程，不断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据介绍，该区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围绕规划引

领、产业链延伸、配套协作服务等，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今年1—8月，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6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12 . 75亿元，同比增长26 . 24%；实现利
税总额19 . 91亿元，同比增长12 . 05%。累计工业增
加值增幅同比增长3 . 94%。

家纺产业集群依托亚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
认可实验室，华纺工程技术研究院的研发力量，瞄
准世界前沿的纺织新技术，开发差异化、功能性、
高附加值产品；粮食加工产业集群开展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提高适应高端
化、个性化消费趋势的能力。

滨城区

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高青：

农业品牌一“线”牵

闲置厂房变身创业园

乡村旅游引领三产融合

广饶102个黄蓝重点项目
完成计划进度

利津农业综合开发

促脱贫
□杜文景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0月30日，利津县凤凰城

街道西李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两台挖掘机挥舞着巨臂，正在进行沟渠
清淤。“自打俺村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种粮收粮的一系列难题迎刃而解，真是太好
了。”正在施工现场观看施工作业的村民顾
秀峰说。

据介绍，凤凰城街道利用上级农业开发
资金，投入470余万元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助力
扶贫，实施了35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目
前，已新建3座移动泵站，开挖39条支、斗、
农级沟渠，衬砌3 . 35千米渠道，修建44座水
工建筑物，平整700亩土地，修建硬化8 . 36千
米机耕道，植树0 . 3万株。去年该村村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7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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