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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翟东明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立足文

化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人文优势，围
绕群众需求，积极完善设施、培植特色，倾力
打造红色圣地、鱼米之乡、蟹园小镇、大城芳
邻四张名片，为实现富民强镇这一目标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为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近年来，永
安镇按照“配套设施、调整结构、群众受益”
的原则，及时整平土地、修筑生产路、配套电
力设施、规划特色园区，为发展产业化农业奠
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土地流转、招商引资等
方式，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规划建设水产

品养殖、农作物种植等特色农业园区，构筑起
了梯次分布、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的农业产业格局。

按照抓示范、促带动的发展思路，永安镇
将大力推动东二十三村畜禽养殖基地、一邦农
业公司水稻种植核心区、地合莲藕示范园等现
代农业综合体产业发展和品牌推介，真正打造
富有实力、极具魅力、深藏潜力的“鱼米之
乡”。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采摘游、观光
游和乡村风情游，拉长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经过20多年的滚动式发展，永安镇黄河口
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到1万多亩，形成了蟹苗

繁育、扣蟹培育、成蟹养殖、精深加工、产品
购销、出口创汇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逐渐发
展成为黄河三角洲地区乃至华东地区大闸蟹养
殖、集散中心。

随着东八路、东三路、德州路、广兴路的
相继建成，永安镇如今已成为东城的后花园，
生态、区位、交通优势日益凸显。结合自身实
际，永安镇对城镇总体规划进行了高起点修
编，镇驻地人口达到5169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24 . 1%，详规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同时，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先后投资1 . 04亿元，修建道路
20条，镇区已经搭建起“八纵八横”主干道路
格局，城镇承载力明显增强。

永安镇系革命老区，是渤海垦区的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战略区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的稳固后方，被誉为山东“小延
安”，现建有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八大组文
化广场、垦区抗日纪念碑3处红色文化基地。
在这一点出发，永安镇将借助渤海平原抗日根
据地文物保护工程、全市党史纪念馆规划建设
工程等载体，尽快维修保护镇域内被服厂、印
钞厂等革命根据地旧址；积极扩充渤海垦区革
命纪念馆馆藏内容，丰富馆内图片、实物等物
品，为全市党员群众打造一处集学习、活动、
研讨于一体的红色教育基地。

□通讯员 王颖芳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清华大学“高佳新能
源杯”锂电池拆解大赛成功举办，此次大赛由
山东高佳控股集团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旨在
通过校企合作，让在校学生更多地参加科技创
新活动，增强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提高科技研发的实用性，也希望通过本次比
赛，让学生开动脑筋，提出科学有效的电池拆
解工艺，推动电池拆解技术的发展，减少污
染，实现“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的发展理
念。

山东高佳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东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隶属于山东高佳控股集团，是

一家集新能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其关键材
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拥有核心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始终将“科技
强企、人才兴企”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高度
重视与各大高校、研发机构的合作，与清华大
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清华——— 高
佳锂电技术研究院”，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
合作，共同推动锂电技术研究发展，使企业在
行业内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抢占行业优势地
位，也成为东营高新区促进产业发展转型升
级、突出新旧动能转换的代表。

在推动园区内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东
营高新区还通过搭建孵化平台助力创业创新。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要靠创新。我们将坚持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整合科技资源，聚集创新

要素，加快推进产学研结合，发挥政策驱动效
应，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设研发
机构，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东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乃斌说道。高新区
重点推进海森密封动设备检测中心、高佳新能
源与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研究院建设锂离子
电池研究院、上海空港产业孵化器、绿谷装配
式建筑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等11个研发机构和平
台落地，抓住创新关键，加强平台建设，提高
科技研发能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

高新区还为进驻企业提供“保姆式”服
务，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以吸引项目争相进
驻，对重点工程项目快速推进，突出项目引
领推进集群集聚。目前，高佳年产5亿瓦时动

力锂离子电池项目、海科新源碳酸二甲酯装
置升级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营。在发展
新材料、新能源方面，依托胜舟光伏、高佳
动力锂离子电池、海科新源电解液等项目，
规划建设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补充完善产
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拓展新能源
产业版图。

东营高新区以科学规划为先导，以孵化平
台为载体，以重点项目为引擎，以产业链条为
支撑，锁定目标，突出“高新示范引领”，推
动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形成了创业
带动就业的良性发展机制，通过打造新旧动能
转换“示范样本”，培育出经济发展“新动
能”，逐步将高新区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
商的新型城区。

□李明 刘福春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这顿饭俺吃得特别香，猪

肉炖白菜粉条，还有山菇和豆腐，味道好不
说，还有这么多老人陪着一块吃，聊聊天，拉
拉家常，感觉心里暖暖的。”10月28日，在广
饶县李鹊镇黄东村幸福院里，75岁的韩新祥大
爷说起刚刚开业的“一元餐厅”由衷地竖起了
大拇指。作为一名孤寡老人，自从养女出嫁
后，韩新祥原来吃饭只能用“应付”来形容，
去馒头房拿上馒头，一边往家走一边吃，等到
家也就吃饱了，炒一顿菜吃三顿，或者就着咸
菜吃馒头也算一餐，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

营养和健康。
为了让村里的老年人安享晚年，村里可没

少动心思，从2004年到现在，每到春节和老人
节，年满60周岁的老人都会领到一份福利，有
米面油、鸡蛋、棉衣等等，村里还给每位老人
交了一份银铃安康保险。2015年，村里投资15
万元建起了幸福院，老人们可以在这里读书看
报，打牌下棋和健身娱乐。为了让老年人更进
一步找到“家”的感觉，今年，村里又投资5
万元购买了炊具、餐具和桌椅板凳，建起了
“一元餐厅”，凡是年满70周岁的老人，只要
在工作日交上一元钱，就能在这里吃上可口的

午餐。
开业这天，黄东村幸福院里热闹非凡，全

村151名60周岁以上老人早早领到了节日礼物：
一袋大米、一袋小米、一桶食用油和一箱鸡
蛋，然后坐在乡村舞台下面看大戏，等着到中
午去“一元餐厅”吃午饭，幸福洋溢在每一位
老人的脸上。由于是开业，不够70周岁年满60
周岁的老人也能享受一次“一元餐厅”的待
遇。在这里，忙碌的除了村“两委”成员和工
作人员外，还有村里30多位巾帼志愿者的义工
们，帮着发放物品，洗菜，收拾桌椅餐具。义
工负责人李会兰介绍：“俺们村就像一个大家

庭，对老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现在开了
‘一元餐厅’，光靠工作人员肯定忙不过来，
我们姐妹们打算轮流排班，谁有空谁就来，帮
着照顾老年人。”

黄东村有村民580人，一年村集体收入20多
万元，每年用在老年人身上的就有十多万，对
此，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韩浩祥说：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敬老孝老更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老年人多做好
事，多花钱非常值得。”

□魏东 李明 高杜康 邵长浩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我们可以把先进技术、研

发团队和一些技术成果引进到广饶，进而提升
广饶企业的研发能力，广饶本土优势也为我们
一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提供落地转化的空
间。”10月26日，广饶县武汉理工大学化工研
究院办公室主任李子健说道。作为广饶县招商
引资的重点项目，日前武汉理工大学广饶研究
院项目，正在按照国家实验室标准对办公楼进
行改造提升，为揭牌进驻做着最后的准备。

广饶县把招商引资作为全县发展的生命线
和经济工作的主抓手，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
广饶实际，明确主攻方向，坚持“走出去”、
“请进来”，广泛动员全县上下各方力量，充
分发挥驻外招商办事处、中介招商机构专业作
用，积极对接央企、国企和强企，在重点地区
组织招商推介会，促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
快落地。

鲁中化工产品（电子）交易中心项目已完
成广饶公司注册，50多家企业陆续进驻；中国
化工集团总投资44 . 37亿元的油品质量升级项目
已完成投资27 . 65亿元，预计年底能试生产。一
个个项目的引入，为广饶县积蓄了更多的发展
动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全县开
放型经济得到高效高质发展。

然而，并非所有项目都入得了广饶的“法
眼”。“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不能破坏生态环
境，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才能获得入场
券。”广饶县投资促进局负责人孙小华表示，
破除“剜到篮里都是菜”的旧理念，广饶县招
商引资更加注重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绿色低
碳项目倾斜，将橄榄枝伸向高端优质项目。通
过认真研究谋划，形成动态项目库，精准开展
招商合作，重点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着力引进投资
规模大、关联性强、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
的大项目、好项目。同时，为了实现“强强联
合”，鼓励和引导本地企业主动与世界500
强、国内100强、行业前10强寻求合作，引进了
一批战略合作者。

高端项目离不开智力支持，为了改变原来
单纯招项目的方式，广饶县专门出台了“26条
人才新政”，涵盖了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
励、服务保障等多项措施，引进人才和引进项
目同步落地，正成为当地招商引智的新策略。

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获省科技厅
批复，成为山东省48家获批的工作站之一，青
岛科技大学与哈迪斯机车配件有限公司联合成
立的“橡胶减震暨汽车部件轻量化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投入使用。发挥产业和项目的人才吸
附效应，广饶正实现着以项目带人才、以产业
链打造人才链、以新兴产业崛起催生高层次人
才集聚的效果。

筑巢引凤，需有良枝而栖。为吸引金凤
“恋”巢，广饶县在优化投资环境、提高项目
服务上铆足了劲头，下足了功夫。该县先后制
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配套措施，用优惠的政策

和热情的服务吸引外来投资者投资兴业、创新
创业，通过“放水养鱼”，让投资者有利图、
有钱赚，让地方有就业、有税收，最终达到
“双赢”的目的。

国庆前夕，一份名为《广饶县生态工业示
范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文件出台，吸引了
不少投资者的目光。“项目投产之日起，第1-
3年，每年奖励县级财政贡献的100%。”“对
于认定为国家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一次性
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用前来考察的客
商的话来说，“如此令人眼红的优惠政策，不
愁引不进好项目。”作为该县新规划建设的新

型工业园区，凭借着一个个高端优质项目的进
驻，将逐步成长为全县发展新的增长极。

为了提高审批效率，让引进来的项目早日
落地，广饶县多部门集思广益，总结了不少
“少跑腿秘籍”：推广全程代办等模式；将
“一事一流程”整合为“多事一流程”；根据
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情况及时修订完善权力运行
流程图。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发挥
“店小二”精神，为项目提供优质的服务。截
至目前，全县签约项目28个，签约金额136 . 39
亿元；在建项目44个，计划投资额223 . 73亿
元，实际到位外来固定资产投资64 . 8亿元。

□李明 于雪燕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守信便利，失信惩戒”，10

月30日，记者从东营检验检疫局了解到，2017年
以来，该局积极推进大通关建设，全力打造速度
最快、费用最低、服务最好的“三最”口岸，出
台了多项便利守信企业的措施，为守信企业货物
通关提速增效。

这些便利措施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诚信企业的
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包括对信用等级B级以上
的企业实施检验检疫一体化，实现进出口货物一
次申报和一次检验检疫，每批货物可为企业节约
通关成本20%-30%；在无纸化报检的基础上，对
信用等级B级以上的企业实行全程无纸化，企业
足不出户便可完成通关放行手续，有效节约了企
业的纸张、交通费用，可惠及辖区1709家企业；
对信用等级A类以上的动植物注册登记企业以
“文件审核”方式完成注册登记和换证工作，A
类企业生产的出口竹木草制品实施快速核放；对
信用级别AA级企业在优化单证审批、暂缺单证
保函受理等方面给予便利。

□徐秀云 刘雪燕 李明 报道
10月26日，广饶县大码头镇高港村棉农杨乐文雇用的数名拾花工正在摘拾新棉。金秋时节，该镇2万亩棉花迎来采摘旺

季，各地片棉花争相吐絮，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据悉今年棉花生长气象条件好，亩产500斤左右。

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推动园区企业转型升级

“高新示范引领”培育发展新动能

四张名片助推富民强镇建设

“一元餐厅”温暖黄东村老人

围绕产业引人才依靠人才聚项目

广饶招商引资青睐高优项目

诚信企业享
“三最”口岸优惠措施

□李明 尚丹丹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河广大道占地区有不少人在

偷偷建房。”接到举报后，广饶经济开发区迅速
组织执法队员赶赴现场，将正在建设的4处，
7670平方米的违法建设扼杀在萌芽期。“违法建
设能在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我们就得用更快
的速度给他摁回去！打违治违就得用雷霆手段，
绝不姑息，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进一步巩固
拆违治乱成果。”广饶经济开发区综合执法办公
室的田志飞说。

今年以来，广饶经济开发区坚持“两个凡
是”总原则，凡是认定的违法建设，无论涉及怎
样复杂的背景，都依法依规坚决处理；凡是新发
现的正在实施的违法建设，发现一处，拆除一
处，绝不姑息。公开举报电话，发动群众监督举
报违法建设行为，发现问题果断处置，营造共监
共治的社会氛围。

截至目前，广饶经济开发区共拆除违法建设
150处，7万余平方米，乱搭乱建势头有效遏制，
公共秩序得到自觉遵守，“不敢违、不想违”的
氛围初步形成。

重拳拆除违法建设

7万余平方米

□通讯员 王聪聪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大力推动

道德文明向村居渗透、先进文化向居民传播，倡
导移风易俗，做文明郝家人，营造了“移旧俗、
除陋习、尚科学、倡新风”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有效遏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狠刹铺张浪
费的奢靡之风，形成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
费的良好社会风尚，该镇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活动，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目前，该镇28
个村相继完善了红白理事会组织，理事会由村
“两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德高望重的村民参
与，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为每个红
白公事提供全过程管理、“一条龙”服务。制定
婚丧嫁娶标准，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
建立起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长效机制，既让群
众大操大办无机会，又让群众省心、省钱、省
力。

该镇注重发挥榜样的导向作用，总结挖掘了
部分移风易俗的先进典型，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
传，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了大部分群众，使移
风易俗工作真正入耳、入脑、入心，大力营造积
极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始终把移风易俗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坚持常抓
不懈，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实到行动中；同
时，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现象，该镇采取群
众举报、调查核实、教育转化、公开评议等办
法，进行综合整治。

近年来，该镇连续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通过各村推荐、严格评审，他们的事迹和照片在
“四德榜”上予以公示。今年，实施了“善行义
举”四德榜全覆盖工程，全镇28个行政村全部建
立了“善行义举”四德榜，上榜人数300多人。
各村对评选出的“好媳妇”“好婆婆”等道德模
范进行张榜公示，为群众树立了文明行动的“标
杆”，广泛带动群众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一张
张“四德榜”晒出了真、善、美，引领文明新
风，在全镇营造了向上、向善、向美的浓厚氛
围，集聚起了建设“好家”社会正能量。

移风易俗

让郝家变“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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