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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忠 李维江 李绪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23日，国家工信部公布第二

批绿色制造名单，五莲县山东久力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获评绿色工厂。

自去年国家工信部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评价
以来，日照市仅有市北经济开发区获评绿色园区，五
征集团、久力工贸集团等3家企业获评绿色工厂。

五莲县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聚焦“富民强县”
中心任务，以动能转换为统领，咬定“工业强县、生态
富县”两条主线，厚植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推动
产业向结构轻、模式绿、质量优转变，全力打造绿色
发展的“先行区”和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区”。

五莲绿色制造单位

达到3家

□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通讯员 李维江 李绪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千万元重奖科技创新。2月
28日，在面向全县直播的五莲县全面展开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暨经济工作会议
上，五莲县委书记马维强为五征集团颁发了
1000万元科技创新专项奖励。

“这是对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的褒奖！”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说。近年
来，五征集团不断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先后投资20多亿元进行核心制造能
力升级，实现了汽车、农业装备智能化、数字
化、绿色制造。201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实现了日照市零的突破。

获得科技创新奖、财源建设功勋企业奖项
的14名企业家，还被邀请到大会主席台就座。
“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我们企业家的价值
认同和尊重。”日照绿景置业公司董事长徐群
德说，“我们将主动融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丰富白鹭湾艺游小镇新产品新业态，推动
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健康服务等产业聚集发
展。”

新旧动能转换，企业是主体，项目是抓
手。去年4月，省委省政府提出启动新旧动能
转换工程，五莲县迅速开展“对标先进、绿色
发展、五莲先行”三年突破行动，理清动能转
换、绿色发展的突破路径，集智聚力发展“四
新”经济。一年来，投资50 . 2亿元实施过千万
元技改项目100个，新增省级创新项目65个，
招引推进了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海尔硬创智
慧产业园、华斯特林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40

多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
着力发展“科技+金融”“基金+产业”“人
才+生态”的多层次综合业态，一年时间，注
册市场主体758家，实现税收2 . 43亿元。2017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税收分别增长
12 . 3%、16%，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5%。
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2018年，五莲县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新发展理念，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为统领，坚定绿色发展、特色发展不
动摇，突出“兴工、强旅”两大主攻方向，深

入推进“对标先进、绿色发展、五莲先行”三
年突破行动，聚力实施“八项工程”，坚持不
懈强优势、抓亮点、补短板，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着力构建具有五莲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
系。

坚持用工程化、项目化的办法，聚力实施
“突破园区、聚力招引”、莲才兴乡、工业
“双换一联”、全域温泉康养、区域融合发
展、乡村振兴、民生共建共享、干部能力素质
提升“八项工程”，以点带面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年内实施总投资518亿元的104个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项目，实行县级领导、责任单位、
项目单位“三位一体”包联机制，每个项目确
定1-2名包联县级领导，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同时，对其中的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中科院
五莲产业技术研究院、新能源电动汽车整车等
35个“四新”、“四化”大项目，成立由项目
包联领导、项目所在镇村党组织、投资方、建
设方、施工方、监理方的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
部，为项目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推动重点
项目快速建设、早见成效。

“必须坚决摒弃‘官本位’思想，推动各
级干部自觉当好‘店小二’、服务员，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为动能转换打造最佳营商
环境。”马维强关于干部为企服务的要求，让
市北经济开发区海吉尔集团董事长丁大奖信心
倍增：“受益于县级领导重点包联，今年我们
将加强与海尔集团的合作，加快推进总投资
120亿元的信息家电产业园建设，打造海尔集
团第一个外埠产业园区。”

千万重奖科技创新 聚力发展“四新”经济

104个大项目发力新旧动能转换

□记者 杜辉升 罗从忠
通讯员 李维江 李绪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6日，在白鹭湾科技金融
小镇建设现场，10余辆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
车辆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

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自2017年3月启动实
施以来，致力于打造“科技+金融”“基金+
产业”“人才+生态”的多层次综合业态。一
年时间，注册市场主体758家，实现税收2 . 43
亿元。据悉，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是五莲县培
育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加快绿色崛起的
重要举措。

2017年，五莲县抢抓省里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机遇，以“对标先进、绿色发展、五莲
先行”三年突破行动为抓手，理清动能转换、
绿色发展的突破路径，集智聚力发展“四新”
经济，实施40多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动能转

换全面起势，活力十足。
“快”的势头持续巩固，迈开了进位赶超

的步子。全县主要经济指标坚挺飘红，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幅高出2016年9 . 5个百分点，总
量、增速和税收占比在全省分别前进8个、71
个和44个位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税收分
别达到121 . 2亿元、6 . 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 . 3%、16%，增幅近三年最高。五征集团汽车
销量突破4 . 2万辆、销售收入29 . 1亿元，分别增
长79 . 7%、66 . 6%。

“新”的动能快速成长，按下了绿色发展
的“快进键”。技改改制成效明显，新增省级
创新项目65个，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
值比重和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挂牌企业、规范化改制企业、院士工作站
五项指标全市第一。新技术新产业蓬勃发展，
华斯特林机、新能源汽车空调器等产业类项目

落地生产，智能微丝、数控机床等行业领先项
目进展顺利，投资120亿元的信息家电产业园
项目部分试生产，投资60亿元的海尔硬创智慧
产业园动工开建，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不到一
年实现税收2 . 4亿元，军民融合产业园、许孟
绿色铸造产业园等新平台初具规模。坚持用市
场化办法抓项目招引落地，新招引过5000万元
项目到位资金31 . 7亿元，增长26%，增幅近年
来最高；市场主体竞相成长，比上年增长
38 . 9%；实施东方园林全域旅游等总投资41 . 5
亿元的11个PPP项目，白鹭湾艺游小镇、大青
山国际太极文化小镇等国际化业态茁壮成长。

“稳”的基础更加牢固，夯实了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实施园区百亿投资工程，完成投资
28 . 9亿元，路水电暖气等基础设施“标配”加
快补齐，市北经济开发区在省级开发区排名提
升10个位次，石材产业园规模以上企业达到50

家，五莲山旅游度假区直接收入增长88 . 4%。
交通基础进一步夯实，206国道和222省道改扩
建工程全线通车，潍日高速(五莲段)完成总工
程量三分之二，城东新区建成“3纵7横”路
网，新建改造城区道路23条、县乡道路79公
里。

“好”的因素明显积累，增创了区域竞争
的比较优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68 . 9亿元，同比增长12 . 5%，其中服务
业投资占比提高4 . 7个百分点，增长18 . 6%；工
业技改、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投资分别增
长20 . 7%、24 . 5%、32 . 2%。生态优势持续厚
植，深入实施林水会战，建成水利工程493
项，林木绿化率提高到58 . 5%，初步形成了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旅游效果。社会持
续和谐稳定，无刑事警情日达到126天，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理清绿色发展突破路径 实施三年突破行动

五莲动能转换全面起势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钱玉军 陈维津 报道

本报日照讯 随着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
五莲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扶贫，对标“脱贫
之需”综合治贫，全面提升脱贫攻坚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确保2018年底基本完成脱贫目标。

抓牢产业扶贫支撑。五莲县整合扶贫专项
资金，以乡镇为实施主体，择优实施扶贫车
间、果蔬大棚等高效生态产业扶贫项目，持续
推进电商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等措施，
将贫困户纳入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链条。2018年

实现省市定贫困村，村村有项目有收入。
实施“四个一”深化扶贫工程。针对农村

养老脱贫的问题，五莲县将70周岁以上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孝德基金发放范围，为贫困人口代
缴养老和医疗保险个人负担费用；落实“一档
四全”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
教育资助全覆盖；落实“三专一免”健康扶贫
政策，实施“一站式”医疗费用报销；突破产
业就业扶贫，推进扶贫车间进园进村，依托日
照科技学校，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推荐就业。

聚力突破莲西区域性脱贫。五莲县统筹政
策资源向莲西区域倾斜，大力实施“三四五”
工程，提升贫困村基础设施条件，推动莲西区
域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积极与省扶贫办
对接，争取彩票公益金项目在五莲实施，改善
3个贫困乡镇的生产道路等基础设施，完成40
个贫困村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按照“六个确
保”要求，五莲县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完成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上半年完成户部乡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68户918人入住

新房。强化搬迁群众后续帮扶举措，加大产业
就业扶持力度，实施景区、安置区、生态片
区、采摘园区、就业区“五区”同建，带动搬
迁户脱贫致富。

建立长效扶贫机制。五莲注重扶贫与扶
志、扶智结合，强化干部包联，通过“五净一
规范”行动，让贫困户家里美起来。全面落实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联动机制，会同县纪委
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进一步规范
档案管理，建立户、村、乡、县四级扶贫档
案，留好珍贵资料。

五莲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扶贫

五征集团获颁1000万元科技创新专项奖励。

□罗从忠 李顺利 报道
春节过后，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积极行动起

来，抢抓新旧动能转换历史机遇，园区重点项目快
速推进。该区还主动对接国内一线金融、家电、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巨头，一批过亿级、过十亿级项目
正加紧推进。图为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施工现场。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孟祥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五莲县围绕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深入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
作，打通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目前，
全县已有233名法律顾问与632个村结成对子，实现
了村级法律顾问全覆盖。

该县采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方式，大力整合法
律人才资源，将全县所有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公检法司部分人员，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
的法律专业人才充实到顾问队伍，采取“一乡镇一
团队，一村（社区）一顾问”方式，分别与各村结
对，定期入村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宣
传，提供法律援助，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村级法律顾问

实现全覆盖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管西永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对全县1728名农村特困人员实

行政府托底供养，应保尽保。”今年五莲县出台的
政府1号文件《关于加强乡镇敬老院管理工作的意
见》明确规定，要聚焦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
作，全面执行新的救助供养政策，落实好基本生活
保障和照料护理标准，切实保障好特困人员的基本
生活权益。

文件规定，要厘清责任主体，建立健全工作运
行机制。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民政牵头、乡镇主
抓、部门配合的领导协作机制，明确了乡镇（街
道）是特困人员审核认定及敬老院管理的直接责任
主体，县民政部门履行特困人员审批及监管责任，
确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落实到位。

落实保障经费，建立健全资金拨付制度。乡镇
（街道）承担的供养资金由县财政负担，县财政部
门将县、乡承担部分列入每年财政预算。分散供养
资金由县财政部门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名单，每月
通过财政惠民“一本通”直接发放到户。

完善督考机制，建立健全监督长效机制。加大
考核评估力度，聘请第三方对乡镇敬老院服务质量
进行评估，结果作为对乡镇敬老院考核的主要内
容，全年评估等次与敬老院工作运转资金挂钩。

农村特困人员

接受政府托底供养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杜艳壮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五征集团推出了一项新技

术，让原本成为污染“公害”的尾菜，摇身一变成了
养殖饲料。

尾菜是大量残次蔬菜和蔬菜加工处理时产生的
叶、根、茎及果实等，占了蔬菜产量的近1/3。五征
集团以西兰花为试验对象，利用青贮机械，将西兰花
茎叶集中处理粉碎，混合其他饲料并喷洒菌液，打捆
裹包青贮。处理的尾菜饲料包，易于储存和运输、营
养价值高，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提高农民收入，还能
提高猪、鸡等农副产品的营养价值，一举三得。

新技术

让尾菜变废为宝

□罗从忠 李修涛 李顺利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创新

创业公共服务平台荣获“省级”示范平台荣誉称
号，是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园区平台。

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包括创新创业中心、中小企业创业孵化中心、创新
创业产业园、公共实训基地四部分，2016年获批为
山东省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目前，已进驻
创业实体（项目）93家。

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成“省级”示范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周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6日，第三届山东省文化强省

建设先进市县拟入选名单公布，五莲县成功入选。
2015年，该县获评第二届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

五莲县以巩固和扩大第二届文化强省建设先进
县成果为目标，设立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莲山文艺
奖专项资金，开展“321”文化人才培养三年行动，实
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构建现代文化传播
体系、文化惠民、文化遗产挖掘推广、文化产业提速、
文化融合发展和文化人才建设七大工程。2017年五
莲县被表彰为“山东省四德工程建设示范县”“第四
届省级文明县”，县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馆，群众
文化生活满意度调查居全市前列。

五莲再入选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杨莉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五莲县被山东省残联授予

2015—2017年度“山东省残疾人文化体育建设示范
县”荣誉称号。

五莲县残联紧密切合基层残疾人群众文化、体育
生活新需求，积极搭建了残疾人书画培训班、开播县级
手语新闻、送图书进社区、送茂腔大戏进社区、建立盲
人公共图书室、选送省级以上赛事运动员、培育省级文
化创业基地等多个文化体育服务平台。

五莲获评

省残疾人文体示范县

□罗从忠
李绪业 报道
3月12日，五莲

县1000余名干部职
工，来到洪凝街道
弘丰生态林参加义
务植树。2018年，该
县计划投资9 . 6亿
元，实施林水会战

“双六工程”，新造
林3 . 2万亩，林木绿
化率提高到59%，
建设各类水利工程
4 9 5项，治理河道
1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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