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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在全面建

立完善河长制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规划体系
的基础上，以“清河行动”为主线，集中优
势，强力攻坚，预计年底前全面清除沿河湖的
违法活动和违法建筑。

河长制启动以来，潍坊市迅速建立了
市、县、镇、村四级河长制组织体系，所有
河流(含水库)、湖泊全部纳入管理范围，设立
市级河长8名、县级170名、镇级754名、村级
4782名，市、县河长累计巡河千余次。成立了

副市长兼任主任，27个市直部门、单位为成员
的河长办公室，全市已落实河管员2148人、
民间河长1765人、社会监督员486人、河道警
长419人，组建志愿者服务队86支1201人、义
务护河队98支1163人，全力配合河长管护河
流。

同时，潍坊市县均设立了信息发布平台和
监督举报电话，沿河每个村都安装了公示牌，
形成了良好的支持、监督河长制的浓厚氛围。
党政负责、部门联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河长
制管理新机制全面建立并显现实效。

潍坊市共有河流404条，累计排查问题
9516处，排查出的每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项
目，列出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和
时限清单“四项清单”，制订了详细的清理计
划和攻坚方案。做到一个问题、一名领导负
责、一套整治方案、一抓到底，目前已完成问
题整治9251处，完成比例为97 . 22%。

为确保整治效果，潍坊市开展了“清河行
动”现场销号活动，不销号不放松，极大地推
进了“清河行动”的进度和成效。

为保障“清河行动”落到实处，潍坊市健

全制度抓落实，按时按量按质完成既定目
标。该市市委督查室、市委组织部、市政府
督查室、市监察局组成了生态环境专项督察
组，将河长制纳入督查范围，对重点问题进
行专项督办、问责；市政府成立了7个市领导
检查组，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
“四不两直”形式，对督查中发现的有关问
题要求立即整改，各级也采取不同形式开展督
查，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
局。

潍坊全面实施“清河行动”
整治问题9251处，完成比例97 . 22%

□ 本报记者 张 蓓

向图书馆借书，不用交押金，只要你信用
“达标”。

12月23日潍坊市图书馆推出的“信用免押
金免办证，扫码借书”服务，成为省内第一家
实现信用借阅服务的图书馆。只要芝麻分满足
要求，市民读者就能通过支付宝芝麻分免押金
免办证，扫码借书。

对于支付宝用户来说，芝麻信用分并不陌
生。所谓芝麻信用分是支付宝对个人的信用评

价。
纵观全国，大多数图书馆需要读者交纳一

定的押金后，才能外借图书。这种借阅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给读者借阅图书设立了门槛，成为
图书馆服务效能不高的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依托信用而实现的共享经济正逐渐改
变人们的生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信用城市服务的背景下，潍坊
市图书馆让市民用“信用”做抵押，开启“信
用+阅读”新模式，“诚信文化”蔚然成风。

图书信用借还服务，依托潍坊市图书馆线
上丰富的馆藏书籍，基于芝麻信用，以互联网
为纽带，将图书馆海量藏书与线上选书借阅结
合起来，让手机上的“信用借阅证”代替了
“押金借书卡”。

“以前借书去图书馆还要交押金才给办
卡，有时候去了却忘了带卡，很不方便。”市
民王肖说，因为自己丢三落四的性格，经常会
白跑一趟。

如今，实现“信用”借书后，从图书馆借
书，也不再需要再带卡了，拿出手机用支付宝

扫码就能借书。12月23日，在潍坊市图书馆刚刚
设立的“智能信用借阅柜”上，市民刘天宇通过
手机支付宝的“借阅宝”扫码验证，完成了取
书、借书等一系列操作，实现了自助借阅。“现
在不仅是借书方便了，通过借阅宝我还能检索
图书、查看借阅记录、续借等。”刘天宇告诉记
者。

通过“信用+阅读”借阅新模式，潍坊市
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阅读的机会，将传统的公
共文化服务与时代接轨，鼓励更多读者体验诚
信阅读，营造全民阅读之风。

不交押金 不用办证 手机扫码

潍坊开启“信用+阅读”借阅新模式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庆和 报道
12月9日，天晴气朗，蓝天白云，青州市五里学校的学生

在家长带领下，利用周末时间到青州驼山滑雪场感受雪上运动
带来的快乐。潍坊现有东方乐园滑雪场、青州驼山滑雪场等5
处滑雪场。其中，青州驼山滑雪场滑雪面积12万平方米，设有
两条练习道，一条初级道，一条中级道，另有四条雪圈道，是
目前省内滑雪道最多、面积最大的滑雪场。

新新 锐锐 大大 众众 客客 户户 端端 导导 读读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去年以来，青州经济开发区在火车站片区
核心位置规划建设了占地2000余亩的“千人计
划”产业园，重点引进“千人计划”专家、行
业领军人物等国家高端人才项目。如今，减震
降噪行业领军人物、“千人计划”专家尹学军
博士创立的科而泰重工项目落户了，“千人计
划”专家刘秀飞博士和“外专千人计划”专家
鲍尔博士联合成立的德骏电磁项目和超导材料
项目落户了，“千人计划”专家、导航定位控
制系统专家杨云春博士建设的耐威智能航空项
目也来了。

此前，记者从潍坊市近日召开的开发区转
型发展座谈会上获悉，目前，潍坊市共有省级

以上开发区16个，开发区数量和管辖面积居全
省首位。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开发区为
带动各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数据显示，近几年，潍坊市开发区发展速
度快、质量效益好。从经济增速看，2014年到
2016年3年间，16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完成的固
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到账外
资、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1 8%、
14 . 8%、19 . 1%、11 . 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 . 5
个、4 . 1个、6 . 3个、3 . 7个百分点。这些开发区
以全市不到16%的土地面积，贡献了超过70%
的经济总量。

从全省位次看，根据省商务厅对近3年来
全省经济开发区的考评结果，潍坊市纳入考
评的10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位次逐年前移，目
前都已排在全省131个同类开发区的前90名，
其中有5家进入前30名，超过烟台的3家、威
海的3家；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省15个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中，已连续2年保持在第4
位。

成绩的背后，产业发展制约、管理职能制
约、人才短缺制约等问题和弊端不断显现。

为此，潍坊市推动开发区立足实体经济，
以“四个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在发展活力、

发展动能和开发模式上再创新、再提速，打好
开发区转型发展攻坚战。在该市看来，开发区
是全市改革、转型、创新和开放的主阵地，在
建设现代化经济新体系、推进“四个城市”
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牢牢把握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
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管理制度和政策体
系，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全市高端产业的聚集
区、制度创新的实验区、开放发展的引领区、
招才引智的示范区，进一步增强引领带动作
用。

潍坊市要求，各开发区要坚持功能导向，
着力增强开放功能、改革功能、创新功能、服
务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提升开发区的功
能优势；要坚持政策导向，率先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带头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新政策，加速推广
应用新技术、培育新业态、发展新产业，努力
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争当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排头兵；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
制约开发区发展的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
单，实施销号管理，切实化解最突出问题、
破解发展瓶颈制约；要坚持目标导向，紧紧围

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进一步对标提标，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力争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全国
前列。

岁末年初，一场转型发展的攻坚战已经吹
响号角。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把48个部门
单位整合压减为19个“大部门”，实现一件事
情由一个部门负责，一个法定机构对应服务
一类市场主体。同时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
打破了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身份界限，实施
全员工作绩效考核，建立全员绩效工资薪酬体
系，实现薪酬管理由“铁工资”向“活薪酬”
转变。

在潍坊综合保税区，今年获批“一区两
片”后，也在谋划新一年工作。据介绍，明年
他们将主动对接国家部委，主动对接自贸区
政策，主动争取国家级项目，形成上下贯
通、外引内联、左右互动的全方位对外开放
发展格局，把保税区建设成为全市对外开放
的桥头堡、先行区和服务区。其中，着力打
造“五大国际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口岸综
合服务平台、快捷通关服务平台、检验检疫服
务平台、功能创新服务平台、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等“五大国际服务平台”，服务全省全市新
旧动能转换。

以“四个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在发展活力、发展动能和开发模式上再创新

潍坊打好开发区转型发展攻坚战

今年，青州市通过“腾笼换鸟”，盘活闲置厂
房和土地资源，腾出了新的发展空间，换来了发展
新动能，实现了闲置资源的凤凰涅槃。通过“腾笼
换鸟”，潍坊东兴包装有限公司的包装新项目今年
顺利投产。公司如果买地盖厂房，至少得需要1000
万资金，而现在租闲置厂房，一年成本只需四五十
万元。目前，青州市闲置的土地厂房共67处，3200
多亩地，通过“腾笼换鸟”，耐威航空、昶润电
缆、北超伺服等项目已落户。

“去社区选房了！”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昌乐
经济开发区黄埠村的父老乡亲从各个方向，聚集到
宝石城社区服务中心。他们个个喜气洋洋，在开发
区管委会干部以及社区、村干部的组织下，共同启
动旧村棚改搬迁选房程序，标志着他们的置业梦想
即将变为现实。昌乐经济开发区竭力做好棚户区改
造这项民生工作，使其成为最大的民生福祉，取得
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赢得了各界
高度评价。

近日，随着第二批“零跑腿”和“只跑一次”
事项清单面向社会公布，寿光市先后分两批公布
777项“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政务服务事项比例
超过70%，审批环节进一步缩减，办理流程进一步
优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以来，寿光市多举
措推动政务服务“四种跑法”同步变换，着力破除
“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使群众和企业
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寿光———

777项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次”

昌乐———

棚改成为民生福祉

青州———

“腾笼换鸟”释放新动能

图为位于坊子老城区的坊茨小镇，核心区1 . 97
平方公里，主要留存四大核心资源，其中包括166
处德日建筑、2060处民国建筑。2014年被省政府公
布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016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特
色小镇。

坊子着力推动“文化+特色小镇”融合发展，
建设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文化新样本，全区
形成了文化与特色小镇互动发展的生动局面。今年
8月份，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被国家体育总局命
名为“国家足球山东鲁能体育训练基地”，成为唯
一一家被命名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目前，坊子正
全力打造1898坊茨小镇和地理信息小镇两个省级特
色小镇，同时，倾力培育足球小镇、凤凰生态休闲
商务小镇、九龙生态产业小镇、风筝小镇4个特色
小镇。

坊子———

特色小镇文韵飘香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冯启龙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今年以来，诸城市以创建“文化名市”为契机，

以打造“尽美诸城”文化品牌为目标，发掘梳理全市文化资源，形
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七名”文化经典，助推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诸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龙城、舜帝故里”，自古至今名人辈
出、名胜众多、名典繁盛。为深入发掘诸城名人、名胜、名牌、名
品、名馆、名典、名事等独特的文化资源，这个市通过征集推荐、
专家研讨，组织研究人员查阅历史资料、搜集民间传说，从浩瀚的
历史长河中，系统梳理孕育诞生的英杰俊才和与其相关的历史名
人，同时对区域内的名胜遗存、典故事件、文化产品、知名场馆等
进行集中深入挖掘，形成系统性的文化“七名”目录和详细内容，
确保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使之成为展现历史文化的有效载体。
目前，这个市已开始对文化“七名”着手成书出版，并通过主流媒
体和新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发布，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增强了文化软
实力和区域影响力。

诸城发掘“七名”文化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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