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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卿 从春龙

2月7日，由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自主设计建造的高端半潜式生活平台OOS
Tiradentes在其烟台基地交付。平台型长106 . 45
米、型宽68 . 9米，配有露天篮球场和排球场，
拥有可容纳180人的大型室内阶梯式电影院以
及健身房、娱乐室、台球室、图书馆、网吧
等，被形象地称为“海上希尔顿”。该平台由
中集来福士自主完成概念设计、基础设计和详
细设计，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动力
定位操作模式下的闭环电力系统设计、目标平
台自动跟随、满足绿色环保规范要求三大设计
突破。

在12级台风中牢牢钉在作业海域进行钻采
可燃冰的“蓝鲸1号”，能够解决上万人口用
电问题的浮式电站完整解决方案，可以海钓、
吃海鲜大餐的海洋牧场平台，能养殖上万吨三
文鱼的深水养殖工船，脱离陆地进行生活的智
慧海上城市……近年来，中集来福士绘制的大
海洋产业蓝图，正是烟台迈向海洋经济强市，
向深海要发展新动能的一个缩影。

2017年，烟台成立海洋强市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全面加快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步伐，突破
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促进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着力提升海洋综合管控能力，努力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海洋强市。该市聘
请中国海洋大学高标准编制《烟台海洋强市建
设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思路目标、实现路径
和保障措施，力争到2021年，全市海洋生产总
值突破30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30%以上，
形成2个过千亿产业、10个过百亿海洋龙头企
业和20个海洋特色产业园区。

从浅海到深海，从粗放到集约，从模仿到
创新，烟台已经成为工信部确定的全国五大海
洋建造基地之一，是全国最大的海上深水油气
平台建造基地。中集集团、杰瑞石油、中柏京
鲁等重点企业的海工装备产品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五年来，国内交付半潜钻井平台总量的
80%出自烟台，烟台海工装备核心产品国产化
率从10%提升到60%；中集“蓝鲸1号”承担国
之重任，实现了我国可燃冰开采领域零突破，
是全球最先进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
代表着全球海洋工程领域的最高水平；农业部
授予的首个国家远洋渔船建造技术示范基地落
户烟台市的中柏京鲁。

海工装备产业，烟台去年出尽风头。而在
海洋生物方面，烟台市也初步形成了以海洋药
物和功能食品为主的海洋生物产业链。14个国
家级水产新品种3个出自烟台，在产业链高
端，重点发展医养结合的健康产业，打造成为
引领山东半岛乃至全国生物医药创新研发的核
心载体；全国最大的硫酸软骨素原料生产和加
工出口基地落户烟台东诚药业，是国内唯一能
够生产注射级硫酸软骨素的生产基地；新时代
健康产业成功实现了海洋活性蛋白及其功能制
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面对第六次海洋渔业浪潮，烟台的海工企
业提前布局、快速转型，下好先手棋。东营、
潍坊、烟台、威海、日照……预计到2018年5
月，由中集来福士设计建造的20余座海洋牧场
平台和深水网箱将矗立在全省海岸，覆盖并满
足山东黄海、渤海、黄河口等各类沿岸海域使
用要求，这对现代渔业装备转型升级具有里程
碑意义，并助力山东省海洋渔业走在全国前
列，引领了全国第六次海洋渔业浪潮。

去年，烟台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
元，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其中，渔业经济总
产值突破1000亿元，增长9%。烟台市以中韩产
业园、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海洋经济创
新发展示范城市为载体，加快改造提升现代渔
业、海洋文化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物流业三
大传统产业，做大做强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业和海水利用业三大新兴
产业，力争今年全市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产值
突破840亿元，增长17%。

围绕做优海洋生态，烟台坚持实施依法治
海、生态管海，全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有效呵护了海洋的湛蓝底色，也有力推动海域
使用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去年，全市推进总投
资8 . 6亿元的17个海洋综合整治修复项目，年内
完成10个。新增国家级海洋保护区1处，各类
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2572平方公里，占管辖海
域面积的21%，保持全国领先。严格执行海洋
生态红线和生态补偿制度，海洋生态红线区保
持40%、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42%。在全省
率先推行港长制，133处人工渔港、自然港湾
和渔船停泊点均设立港长。新申报无公害水产
品24个，产地13个，“三品一标”认证面积达
到养殖总面积的90%。烟台全力支持长岛海洋
生态保护和持续发展，全面启动海岛岸滩整治
修复和生态岛礁工程，争取长山尾省级海洋特
别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报道
本报长岛讯 3月6日晚，“向您致敬———

第三届长岛好人暨三八妇女节颁奖典礼”在长
岛影剧院隆重举行，入选“长岛好人”的最美
渔嫂、最美船员、最美青工、最美医生、最美
志愿者、最美旅游人等代表与千余名海岛市民
见面。

128位长岛好人、75位三八红旗手、三八
红旗集体和妇女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坚持
20年拥军“最美兵妈妈”贾平对记者说，县里
把“长岛好人”推荐权、评议权、决定权交给
群众，有效激发了群众主动发现好人、推荐好
人、评选好人、争当好人的参与热情，让群众
从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孝老爱亲等各种“好事”中，看到了“好

人”就在身边，“好事”随手可为，海岛人在
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崇德向善的精气神。

据长岛县文明办工作人员介绍，评选“好
人”，就得让“好人”可亲可敬可信可学，从
一线基层去发现凡人善举，从老百姓身边挖掘
先进典型。“长岛好人”等道德模范评选从最
基层的“百姓好人”评起，各种先进典型、模
范人物、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长岛
还扩大“好人”评选的影响面，凝聚社会道德
正能量，培树志愿服务品牌，让“好人长岛”
处处可见凡人善举。

宗丽是一位经营“仙境渔家乐”的渔嫂，
接待游客一向情话、情感和情分三到位，每餐
给游客都是“百分之百”生猛海鲜。许多游人
成了几次上门的“回头客”。她说：“游客进

了咱的家，就是咱的亲姊妹，怎能不真心相
待？”渔民孙长志说：“看到他们，心里暖呼
呼的，这些好人都是日常身边的人，咱长岛人
都在做好事，这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本分！”

“目前，长岛正全力打造全省海洋生态文
明高地、仙境海岸旅游核心靓丽名片，按照
‘全域旅游+文明创建+全员参与’的要求，
持续提升旅游发展‘软环境’，打造‘好客长
岛’。实现这个目标，其基点重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广泛开展身边‘长
岛好人’评选活动，引导海岛群众从自我做
起，从日常言行举止做起，将各种文明旅游服
务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和直接
化，让游客在‘好人长岛’真切体味到温馨亲
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宋春燕告诉记者。

实施海洋强市战略，力争到2021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

烟台：向深海要发展新动能

第三届长岛好人暨三八妇女节颁奖典礼举行

“长岛好人”都是身边人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郭传义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2月28日召开的年度总结表彰暨经济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开发区将以新旧
动能转换为统领，聚焦重点工作，着力打
造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和城市品质示范区，加快建设
靓丽文明的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区和烟台市
现代化经济中心。

坚持以“四新”促“四化”，以实体
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体系更加高端强
劲。2018年，加快培植一批两化融合示范
项目，年内实施千万元以上技改项目30
个，完成投资65亿元以上。深度融入“中
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智慧城市战
略，引导20家—30家企业应用智能制造系
统，增创一批国家和省市智能制造试点。
电子信息制造业，推动集成电路等更多夏
普系列项目落户，进一步优化产品布局。

加快培育新动能，着力突破现代服务
业。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重点推进万
华、万润等化工项目建设，打造高端石化
产业基地；完成化工园区审批认定。生物
医药产业,继续扶持荣昌、普罗吉、东诚药
业等膨胀壮大，加快生物医药创新孵化中
心、鲁银医药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建设，高
水平打造山东省抗体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公
共服务平台，启动生物医药拓展园规划建
设。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牢固树立“以项
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118个重点工业项
目力争全部开复工，建成30个以上，完成
投资380亿元。倾力抓好20个省市重点项目

建设,确保达到预期进度。
烟台开发区高层次谋划东区综合改

造，围绕城市边界、出入口、主次干道、滨海
等重点区域，规划实施一批城市改造和品质
升级重大项目。继续实施“美化家园”工程，
旧村改造开工面积20万平方米。

继续加大民生投入。今年启动3所中小
学校新改建工程，扩大公益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年内新增3所公办幼儿园。抓好北
儿医院、大季家医院新建工程开工建设。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容缺预

审、区域化评审评估、规划公告许可等制
度机制，着力构建“最多跑一次”政务服
务格局。

开发区将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统领，以
浦东、深圳、苏州工业园区为标杆，继续
坚持“以工业化为基础，以城市化和城市
现代化为总方向”，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
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
城市品质示范区，强化“10+1”重点工作
推进机制，加快建设靓丽文明的现代化国
际滨海城区和烟台市现代化经济中心。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邱 晰 夏 盛 报道

本报烟台讯 2月24日，商务部外贸司
发布《关于公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名单
的通知》，烟台开发区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突
围，成功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功能
聚合物及复合材料）。这也是全省唯一一个
专业化工领域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该基地以万华化学、泰和新材、中节
能万润为龙头，聚集了华大化学、正海新
材等一批细分领域的优势企业，并吸引了
乐金显示、汉高乐泰等企业来基地投资，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功能性聚合物产业集
群。在下游汽车、电子、建筑节能等产业
应用需求的刺激和带动下，氨纶材料、芳

纶材料、液晶材料和特种功能界面材料品
种层出不穷，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竞争力
持续提升，已成为我国聚氨酯和芳纶复合
材料产业的主要集聚区。

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目前基地
共集聚企业近百家，集聚集约态势明显。
基地拥有集“聚氨酯原料—聚氨酯材料—
聚氨酯制成品”于一体的聚氨酯特色产业
链，并建成我国规模最大的芳纶纤维研发
生产基地。2017年基地规模以上企业年产
值约550亿元，超10亿元企业10余家，进出
口额过百亿元。

国家级基地的获批将对开发区深化完
善产业链条、加速外贸提档升级、打造新
的外贸增长点形成重要的推动作用。

数百条渔船齐聚码头、全体渔民出动、欢快的锣鼓响彻整个海岸……3月1日，传承着数
百年胶东民俗的八角渔灯节热闹开场。渔民们开着车，拉着猪头、大鲅鱼、饽饽等祭品，打
着彩旗，先到龙王庙或海神娘娘庙送灯、祭神，祈求鱼虾满舱、平安发财，再到渔船上祭
船、祭海，最后到海边放灯，祈求海神娘娘用灯指引渔船平安返航。渔民们在节日的欢乐中
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鱼虾满舱。

□通讯员 于庆胜 衣丽 报道
本报蓬莱讯 2月23日，蓬莱市启动为期6天

的村居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工作，对全市500多
名新任村居党组织书记和市派第一书记进行全员
培训，旨在促进村居党组织书记迅速明确岗位职
责，提升责任感、紧迫感，为换届后村居各项工
作谋篇布局奠定基础。

本次培训共分2期，每期3天，采取集中授
课、分组研讨、专题座谈等形式对500多名村居
党支部书记进行岗前“充电”。课程内容紧贴农
村工作实际，合理设置理论素养、农村发展、农
村实务、党风廉政建设4大模块，包含十九大报
告解读、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等15项课程。培训
方式灵活多样，“农村有效治理”分组研讨会、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专题座谈会、“如何做好
村居党组织书记”典型交流会等面对面的沟通交
流活动，有助于村居党组织书记相互学习、相互
启发，在村庄治理、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
富兴村等方面开拓思路、找准方向。

据了解，此次集中培训结束后，该市将筛选
一批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到泰安、河南红旗渠
等先进地区实地观摩学习，进一步开阔眼界、启
发思路、接受教育。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3月5日，玲珑轮胎与中国工程

院丁文江院士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共
同建立院士工作站，以开展针对“废旧轮胎橡胶处
理”“铝镁合金在轮胎模具及橡胶中应用”“铝镁合
金轮辋”为核心项目的科学研究及技术合作。

镁合金具有强度高、密度小、耐腐蚀、可回收、
导热性好、可薄壁成型等诸多优点。从欧洲开始，
一些汽车制造厂在车门、发动机缸体上应用镁合
金来代替原用材料。丁文江院士长期从事先进镁
合金及工程化研究，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
科技功臣奖和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在镁合
金研究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

此次签约，双方将针对公司在制作利用过热
蒸汽的废轮胎气化的样机和相关技术进行研究，
确定最佳技术方案和工艺流程，减少废旧轮胎的
黑色污染。同时，在硫化机等橡胶机械产品中应
用铝镁合金，降低设备重量，进一步提高汽车的
节能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烟台开发区强化“10+1”重点工作推进机制

加快推进烟台现代化经济中心建设

□通讯员 蒋文明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充分调动基层部门单位廉政

教育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激发廉政教育活力，
提升廉政教育效果，去年下半年以来，福山区创新
形式，开展了“自助式”廉政主题学习活动。

活动围绕廉政主题，不设置固定内容，不安
排规定动作，不限制学习范围，尽量大地赋予基
层部门单位主导权、选择权，鼓励其结合自身实
际，在内容、形式上自主选择、自由搭配，创造
性开展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参与单位共80多个，开展
活动100余项，其中包括身边案例集中剖析讨
论、观看廉政视频、党纪法规解读、分享家风故
事、党纪知识竞赛、廉政格言征选等20多种形
式，涉及典型案例选编、各类廉政专刊、党章党
规党纪、视频影视资料、廉政历史典故、优秀家
风家训等30多类内容，覆盖镇街部门主要负责人
和领导班子成员、基层站所和部门科室负责人、
普通机关干部和工勤人员、村居“两委”成员和
党员8个层面10000多人。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牟平讯 3月1日，雷神庙战斗打响胶东

抗战第一枪80周年研讨会暨首届胶东红色文化产
业发展论坛举行。胶东老革命后代和国内顶级红
色文化行业专家齐聚牟平，共商胶东红色文化产
业发展大计。

1938年2月13日，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在牟
平雷神庙打响。在敌强我弱、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仓促应战，二十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战士，奋
不顾身、英勇杀敌，以劣势装备抗击装备精良、训
练有素的日军100多人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七八
个小时，毙伤50余敌。这一仗，打响了胶东人民
抗日的第一枪，牟平雷神庙也因此声名远播。

80年后，英雄的后代代表——— 张玉华将军之
子张建政、宋澄之女宋韧、夏来之子赵兵等，来
到先辈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回忆那段峥嵘的
岁月，传承不变的信仰。

作为胶东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烟台的红
色资源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推
进胶东(烟台)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去年，烟台全
力打造了一批层次高、内涵深的党性教育展馆。
特别是对胶东抗战第一枪纪念馆和杨子荣纪念馆
进行了高水平的改造提升。利用最新虚拟现实技
术制作的胶东抗战第一枪纪念馆网上展馆，当天
也正式启动。“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网络，人们就能
720度全景参观展馆。高标准设计制作、时长约15
分钟的雷神庙战斗动漫，预计6月正式上线放映，
届时可更直观感受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胶东
抗战第一枪纪念馆网上展馆负责人说。

烟台开发区获批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八角渔灯节

办出浓浓文化味

□孙豪梅 王斌 报道

英雄后代齐聚牟平

重温抗战历史

玲珑轮胎

牵手中国工程院院士

蓬莱500余名村居支书

岗前“充电”

福山区开展“自助式”

廉政主题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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