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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记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文军 田磊 志敏

2月6日，博众优浦（常熟）汽车部件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2 . 5亿元建设的优浦汽车零部件
项目在日照开发区顺利签约，开发区招商引资
工作实现“首季”开门红。作为今年首批落户
开发区的汽车零部件产业，该项目立足产业高
端市场，为日照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垒上一
块“实心砖”。

基础好、体量大的传统优势产业要想实现
新突破，需不断向产业高端迈进。日照开发区
目前已有派沃泰、现代威亚、现代岱摩斯等一
批汽车零部件产业，是现代汽车体系内独立于
整车厂外单独建设的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产
业基地。新签约的优浦汽车零部件项目主要生
产转向器、转向管柱等汽车关键零部件，为蒂
森克虏伯、法雷奥、通用汽车、上海弗列加等
知名公司提供配套，并将与现代集团建立压
铸、机加工业务关系，打造立足日照、辐射北
方的高端精密汽车零部件加工生产中心。该项
目的签约落地，可进一步增强日照开发区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聚集度，有效提升该区在精密铸
造及机加工领域的配套能力。

强链补链看项目，项目质量看招商。为提
高经济运行质量、补齐园区发展短板，日照开
发区咬定招商不放松，紧紧抓住“三招三引”
这个全区工作的“牛鼻子”，在全员招引的基
础上，推行“两个二分之一”工作法，开展
“百企招商大走访”活动，出台委托招商奖励
政策，修订人才引进政策，继续依托优势产业
开展产业招商，集聚上下游产业，综合运用中
介招商、资本招商等新手段，“走出去、请进
来”招引项目、吸引人才，尤其注重对生物医
药、新能源等新业态的招引，突出“高精尖
缺”导向，引进新技术和高层次人才，为工业
经济强筋壮骨。

去年以来，该区共招引项目63个，其中投
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45个，投资10亿元以上项
目4个，世界500强项目2个，到位资金37亿元，
总投资513亿元的30个重点储备项目正加紧推
进，招引步伐不断加快。40天，军民融合产业
园展厅和办公区建成投入使用；4个月，山东
齐联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一期生产车间投入生

产；1月23日，日照开发区又成功引进恒大体
育小镇项目，助推城市品位提升。

“我的办公室就在工地上，所有的建设工
序科学预设、平行作业、压茬施工，现场调度
项目建设，所有的工作能提前一分钟决不拖后
一秒。”日照开发区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负责
人刘梓桓介绍。项目落地后，该区对重点项目
实行“一线工作法”，“规划在一线说明、意
见在一线征求、领导在一线指挥、问题在一线
解决”，并坚持全天候、无缝隙服务项目建
设，清单式管理、跟踪式推动、销号式验收项
目推进工作，确保签约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迈入2018年，日照开发区密集出台了《关
于深化职员制改革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激情创业
的意见》，树立“重实绩、重一线、重实干”
的用人导向，鼓励职员到招商一线工作。

在去年8月份3个园区管委会主任竞争上岗
的基础上，今年又拿出2个产业园区管委会主
任职位进行竞争上岗。出台《2018年招商引资
任务及考核认定办法》，从开发区工委、管委
负责人到一般职员，明确招引任务，半年预
考、年终兑现，重奖、重罚；专门制定出台以

商招商奖励办法，对为开发区引进项目的企业
或客商进行奖励，探索招引园区开发商，丰富
招引方式；围绕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环保科
技等新兴产业，邀请行业专家全面分析产业发
展现状和趋势、现行布局和领域、产业链趋向
和对策，提升产业项目招引的精准性和可操作
性。

此外，日照开发区还实施“企业成长计
划”，针对有潜力的小微企业，列出清单，采
取“一企一策”措施，进行重点关注和扶持；
采取主动服务的方式，大力开展“点对点、面
对面”涉企问题排查和专家“把脉问诊”活
动，对水电气煤价格进行全面梳理，落实各类
降价措施，构建快捷高效的要素供应保障体
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落实“多评合一”
“并联审批+容缺受理”“企业上云”“电力
直接交易”“工业绿动力计划”等改革措施，
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轻装上阵；深挖企业内生动
力，实施推进了亚太森博溶解浆、东环科技等
26项市级百项重点技改项目，目前已建成25
项，完成年度投资34 . 9亿元，超额年度目标任
务6 . 1亿元。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补齐园区发展短板

开发区传统产业迈向高端

□记者 杜辉升 罗从忠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7日，2018“好客山东·多

彩日照”贺年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记者
自现场了解到，跨年迎新之际，日照市旅发委
提前谋划，组织各区县旅游部门、各旅游企业
及旅游强乡镇、特色村，策划了以“赶大集、
过大年、逛庙会”为主题的祈福、舞狮、赏花
灯、品美食等系列民俗活动，涵盖免费参与活
动、转发集赞领取门票、礼品赠送、消费打折
等一系列假日旅游优惠措施。

春节、元宵节期间，日照市将举办各类旅
游节庆活动10多类60余场次。“白色滑雪之
旅”“红色美食过大年”“绿色低碳生态游”
“仙境海岸魅力游”“年货大集”等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将与游客见面。

当天，与贺年会系列活动同时启动的还有
第八届日照年货会开幕式。本届年货会在立足
本地的基础上，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
参与，设置名优产品展区、食品展区、饮品展
区、日用品展区、服装鞋帽展区、礼品展区
等。据了解，全市名优特色年货首次集中展
出，提高市民与游客饮食品位；南北小吃集中
出炉，让市民与游客尽享美食；活动还进行贺
年游“抢福”活动大派送，幸运市民将可享受
免费旅游。

Hi世界农乐园首届民俗·航天科技大庙会
将于大年初一启幕。这场庙会将融斗鸡斗羊等
传统文化元素与航天科技体验、太空农业观光
品尝等元素于一体，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开启
趣味纷呈的科技探险。

春节期间，庙会活动并非仅此一场。今
年，日照市以年节“福”文化为核心，以创新
民俗庙会、传承文化为主要路径，打造独具日
照特色的“贺年福”产品。全市旅游企业以
“贺年祈福”为主题策划活动，推出了“抢
福”活动大派送、新春登山祈福、祈福纳祥迎
新春、送福字礼包等系列民俗活动，星级酒
店、餐馆开发各具特色的“品贺年宴”“幸运
砸金蛋”“送福送对联”“抽现金红包”等贺
年宴产品。

春节旅游，虽以快乐为要，但终以安全为
先。2月8日，日照市旅发委联合东港区旅游
局、市旅游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开展节前安全卫
生检查。据了解，日照市旅发委制订了《2018
年春节全市旅游安全工作实施方案》，自1月

29日至3月3日，分三个阶段开展检查：旅游单
位、旅行社及有关旅游经营者进行自查；各区
县旅游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旅游单位、旅行社及
有关旅游经营者逐企逐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市旅发委分组对辖区内区县旅游管理部门进行
一次全面检查，对有关旅游经营者进行抽查。

春节期间，日照还将加大检查的力度，将
明察和不定期暗访相结合，严守标准、实事求
是，对发现的问题予以曝光，对问题企业责令
整改。同时以此为契机开展“旅游饭店质量提
升行动”，促使旅游星级饭店实现设施设备、
人员素质、服务水平、管理质量、经营效益、
卫生和安全、行业形象的提升，推动日照市旅
游饭店业持续健康发展，塑造良好的行业形
象。

赶大集过大年逛庙会 60余场节庆活动迎新春

春节，日照旅游准备好了

□记 者 纪伟
通讯员 辛有东 吕凤臣 报道

本报莒县讯 7大景区300余个参演节目、4
集地域美食纪录片、7集旅游系列纪录片……2
月8日适逢农历“小年”，莒县旅游管理局通过筹
备景区活动、制作地域美食与风光纪录片的形
式，拉开了新春旅游“莒国同乐”的帷幕。

记者从莒县旅游新春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浮来山、浮来青等7个景区景点新春活动
将从鸡年腊月二十五开始，一直持续到狗年正
月十六，历时22天，计划推出舞龙、舞狮、划
旱船、扭秧歌、猜灯谜、杂技、魔术等参演节

目300余个。
同时，继去年春节期间播出《莒地味道》

之煎饼、羊汤、烧鸡、大饼、肉冻、豆腐六集
美食系列纪录片，莒县今年又推出了《莒地味
道》之大皮子水饺、等么子、咸菜、咸糊豆四
集美食系列纪录片，通过莒县旅游微信公众号
播出，形成莒地最受喜爱的十大美食。“2017
年春节期间，《莒地味道》之煎饼、羊汤、烧
鸡、大饼、肉冻、豆腐六集美食系列纪录片点
击量超过50万人次，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地域美食可以唤起在外游子的乡情记忆，也吸
引了大批游客来莒县品尝。”莒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维军介绍。
此外，莒县旅游管理局还拍摄制作了《莒

地原风景》之大美龙山、古郡东莞、红色小
店、故乡碁山、多彩寨里、人文峤山、山水桑
园等七集旅游系列纪录片，将分别在农历正月
初三、初五、初七、初九、十一、十三、十
五，通过莒县旅游微信公众号播出，以吸引更
多人来莒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通过文化旅游宣传推介，让更多人识
“莒”、懂“莒”，塑造游客心中理想的旅游
目的地，提高“毋忘在莒”文化旅游品牌的知
名度、广誉度，实现“以节会促进旅游、以旅

游拉动经济”，对于莒县进一步深入实施“旅
游富市”战略，加快“文化名城”“旅游名
城”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17年，莒
县文化旅游发展迅速，浮来山、跃龙山、九龙
山等旅游项目规划批准实施；16个旅游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成功举办莒国古城开工暨招商发
布会，首届牡丹文化节、美食文化节、旅游文
化节、银杏节等旅游节庆活动50余场（次），
拉长了旅游产业链条。全年共吸引来莒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游客450 . 5万人次，旅游消费额
31 . 4亿元，同比增长46 . 4%、34 . 2%，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态势愈加显著。

新春旅游上演“莒国同乐”

□丁兆霞 许文杰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7日，长沙远大住宅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土地储备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市技师学院三方签署了
共建“日照远大学院”校企合作协议书，“日照
远大学院”“日照远大学院实训基地”同时揭
牌，意味着日照装配式建筑产业迈上了产学
研共同发展的新台阶。当天还举行了“土储发
展”奖学金捐赠仪式。

根据协议，将在日照市技师学院挂牌成

立日照远大学院，在日照市国丰远大住宅工
业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日照远大学院实训基
地，传播远大住工企业文化、企业理念、技术
及新工艺等。三方将合作办好装配式建筑相
关工种全日制专业班，采用“2+1”培养模式，
即前两年在学校系统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
第三年到企业以实习的形式学习。学生毕业
后由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优
先选拔推荐至其所属企业就业。

长沙远大住工集团选派所属企业领导、

高管、技术人员到校担任客座讲师、兼职教师
和实习指导教师。日照市技师学院与日照土
储集团在日照技师学院内建设装配式培训综
合楼，满足该合作项目合作的场地要求。土储
集团对日照远大学院提供技术及奖学金等资
金支持，在其所属装配式建筑企业国丰远大
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岗位、技术指导，选派其
所属装配式建筑企业国丰远大优秀技术、管
理人员，担任学院客座教授，参与学校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并优先录用毕业学生到其所属
装配式建筑企业就业。

（上图为长沙远大住工集团、日照土储集
团、日照市技师学院共建日照远大学院签约
仪式。）

日照远大学院成立

□丁兆霞 成雪梅 报道
为保障春节期间餐饮具卫生安全，确保消费

者用上“放心碗”，日照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
所组织卫生监督员深入餐具配送中心，开展节前
餐饮具集中消毒监督检查工作。

作者 作品名称 手机号
乔先生 《水韵之都》 182****6528

“美在日照”随手拍

第二期获奖名单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7日，记者从日照市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去年
底，日照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达21 . 46万
户，比商事制度改革前增长56 . 7%。新登记市场
主体13 . 93万户，比改革前增长101 . 7%。商事制度
改革近4年来，平均每个工作日有176个市场主体
诞生，改革的红利在不断释放。

据介绍，随着日照市商事制度改革的快速推
进，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注册资本实缴改认
缴，最大限度地为投资主体松绑减负。同时，实
行企业年检改年报，日照市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公示率逐年提高，2017年分
别达到94 . 6%、98 . 9%和99%，分别位居全省第3
位、第3位和第4位。不断推进住所登记便利化改
革，2017年12月重新修订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管理办法，改申报制为承诺制，进一步释放了住
所资源，方便了创业创新。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由原来的226
项减为33项，对保留的266项后置审批项目实行
目录管理，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

改革以来，个体私营经济吸纳就业“蓄水池”
作用日益凸显，截至去年底，日照市个体私营经济
从业人员达到67 . 8万人，比改革前增长55 . 9%。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增速加快，第三产业成
为推动全市市场主体发展的主要力量。

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

176个市场主体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五莲讯 2月2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公告，

正式授予五莲山-九仙山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资
格。这是五莲山旅游度假区继荣获国家AAAA级旅
游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生态旅游试验示范基地
等称号后所获的又一殊荣。

五莲山-九仙山地质公园积极落实地质遗迹保
护法律法规，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园区环境，
开发精品游览项目，提升规范化管理服务水平，已
建设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普交流、文化
娱乐为一体的生态公园、科学公园。

五莲一地质公园

再摘国家级桂冠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丁伟 李磊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9日，记者从日照检验检疫局

了解到，一批进口越南木薯干于2月2日抵达日照
港，该批木薯干总重3529 . 41吨、货值75 . 7万美元，
经日照检验检疫局检疫查验合格后顺利入境。这是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获得进境集装箱粮食指
定口岸资格后，该口岸接卸的首批进口粮食。

2017年11月，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获得
质检总局批准，取得进境集装箱粮食指定口岸资
格。日照检验检疫局加强疫情风险分析，做好风险
监控准备工作，指导港口、粮食储备库企业做好植
物疫情防控、环境卫生等工作。货物抵港后，日照
局第一时间开展单证核查、集装箱检疫查验、货物
检疫，并在2小时内完成全部查验工作，在确认该
批进境粮食安全后通关放行。该业务的开展对于丰
富港口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

日照进境集装箱粮食

指定口岸投入使用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1日，记者从日照市交通工

作会议上获悉，去年日照市完成货运量8581万
吨，货物周转量179 . 9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2 . 9%和9 . 7%，增幅均列全省第一。全年完成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00 . 4亿元。至2017年底，全
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8676公里，公路密度达163 . 4
公里/百平方公里。港口生产性泊位达到73个，
总设计年通过能力达2 . 38亿吨。全年实现利税
13 . 5亿元，增长101%；实现利润10 . 1亿元，同比
增长354%。全市共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4 . 07亿
吨，同比增长6 . 4%，集装箱323 . 77万标箱，同比
增长7%。

去年以来，日照交通运输部门加大交通便民
惠民力度，稳步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顺利
完成市管85条线路、294台客车的国有化改造，
实现了市管城乡公交一体化线路班车实行“3元
一票制”。同时，在五莲县实施县域内城乡公交
“2元一票制”的基础上，岚山区、莒县域内城
乡公交也全部实施“2元一票制”。

在货物运输方面，日照市交通运输部门推进
甩挂运输试点，加快货运转型升级，推进日照港
集团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依托“舟道网”建设
完成无车承运系统平台，与交通运输部运行监测
平台对接并上传数据，完善了车辆、物流管理、
监控平台和派车管理等子系统。积极争取日照港
“一带一路”集装箱公海铁联运示范工程列入省
试点项目。全年共新许可货运企业97家，新购置
货车3484台，投入资金7 . 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9 . 6%、32 . 6%和31 . 2%。

日照在全省率先建成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
系统。落实“一超四罚”，集中约谈违章企业负
责人，指挥引导36780台次货车接受检测，在全
省超限治理工作考评中处于前列。

日照货运量

年增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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