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人 证书编号 注销时间 注销原因

长岛中心渔港填海工程 长岛县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大队 2017B37063405992 2018-02-02 竣工验收

烟台港西港区一期工程 烟台港西港区发展有限公司 2016B37061106838 2018-02-02 竣工验收

莱州三山岛一级渔港建设项目 莱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2014B37068305319 2018-02-02 竣工验收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人 证书编号 用海期限
用海面积
(公顷)

变更内容

日照岚桥港务有限公司沉箱预制场回填工程 山东岚桥港有限公司
2018B37110301749

2018 . 01 . 31-2035 . 7 . 15
28 . 2736 更名、更址，原证书编号为国海证2015B37110309002号。

2018B37110301751 0 . 5634 更名、更址，原证书编号为国海证2015B37110309017号。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海业摩科瑞通用码头工程 青岛海业摩科瑞物流有限公司 2018B37021101844 2015 . 09 . 02-2065 . 09 . 01 8 . 8787 围（填）海竣工验收，原证书编号为2015B37021111008号。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港投通用泊位工程一期工程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8B37021101850 2016 . 09 . 21-2064 . 05 . 12 23 . 4175 围（填）海竣工验收，原证书编号为2016B37021117693号。

威海中心渔港建设项目增用海域（二） 威海远遥渔港有限公司 2018B37100201865 2008 . 06 . 25-2048 . 06 . 24 0 . 8810 围(填)海竣工验收，原证书编号为083700264号。

威海港靖海湾港区张家埠新港作业区一期工程 威海南海港务有限公司
2018B37100301873

2018 . 02 . 08-2062 . 03 . 22
10 . 9708 转让，原证书编号为2012B37108100404号。

2018B37100301881 36 . 1751 转让，原证书编号为2012B37108100417号。

潍坊港（中港区）散货堆场一期工程西段 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 2018B37070301896 2018 . 02 . 08-2059 . 06 . 23 29 . 1898 转让，原证书编号为093700748号。

潍坊港（中港区）散货堆场一期工程东段 潍坊港航运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18B37070301901 2018 . 02 . 02-2059 . 06 . 23 18 . 8383 转让，原证书编号为093700748号。

渔港扩建工程 山东大鱼岛港务有限公司 2018B37108201910 2018 . 02 . 08-2048 . 07 . 30 10 . 4780 更名、更址，原证书编号为国海证2015B37108205580号。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人 证书编号 抵押期限
评估金额

（元）

抵押金额

（元）

抵押面积

（公顷）
抵押权利人

日照岚桥港务

有限公司沉箱

预制场回填工程

山东岚桥港

有限公司
2018B37110301749

2018 . 02 . 05-

2019 . 02 . 04
385547300 385547300 28 . 2736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渔港扩建工程
山东大鱼岛港务

有限公司
2018B37108201910

2018 . 02 . 09-

2023 . 02 . 08
36873700 36873700 10 . 4780

山东荣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岛支行

□梁昌杰 翟荣惠

问：徐书记，对我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徐剑波：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发展

在规模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特别是出口创汇

农业居全国首位。但我省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

类似，存在发展低效、结构失调、环境污染等

问题，突出表现为多而不优、大而不强。解决

这些问题，要靠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靠推动农业领域新旧动能转换，要靠发展农

业“新六产”。这也是我省乡村振兴的主要抓

手。年初，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

设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复，这无疑为我省

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重大机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靠科技创新驱

动。加快我省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关键也是科

技创新驱动。高素质的农科人才和高品质的科

研成果是“科技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而这

两者，都与农业高校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

讲，要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乡村振

兴，农业高校必须走在前边，更好地发挥智力

引擎和科技引擎的作用。

问：对加快农业高校发展，您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

徐剑波：从面上来看，我省目前有3所农业

本科高校，另外还有7所高校有涉农学科，各地

还分布了一批农业高职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

要做大做强农业高等教育，就要在整合资源上

做文章，力争实现强强联合、资源共享，改变

现在“山多峰少”的局面，激发出办学的最大

效益。

从点上说，以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为例，我

觉得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学校虽然

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12个博士后流动站、12个

一级学科博士点，培养了以8名院士为代表的22

万余名毕业生，但从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

上来看，我校培养人才的专业和知识结构与乡

村振兴战略需求相比，还不能完全适应。下一

步，必须紧密对接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求，

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结

构，完善拔尖型、创新型、复合型、专业型

“四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知识、能

力、素质的协调发展。二要充分释放创新活

力。2017年，学校连续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克

隆小麦国宝级基因、破解植物干细胞生长密

码、揭示苹果起源演化历史、解析重要作物染

色质三维构象，“山农20”小麦品种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在《自然通讯》等国际知名期

刊发表的论文数超过“十二五”期间的总和，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成果的取

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一直把“学术至

上”作为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不看单一

指标，倡树“十年磨一剑”的科研品质，构建

了完善的科研体制机制，引导专家学者紧紧围

绕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科

学研究。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科研体制

改革，让科技人才稳得住神、定得下心，专心

致志搞创新、出成果。三要集聚高层次科技人

才。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虽然山东农大在省属

高校中的高层次人才数量较多，还云集了一批

以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杰青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

等为代表的顶尖英才，但与高水平大学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学校为此制定了人才强校战

略，坚持“一人一策”，引育结合，仅2017年

就引进培养了包括6名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在内

的27名高层次人才。当然，取得这样的成绩，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学校拥有省属高校唯一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苹果、控释肥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一批高层次科研平台。下一步，

我们还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打造

更多、更好的引智平台载体，着力引育符合我

省重大战略急需人才，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提供智力支持。四要探索服务社会新模式。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农民的笑脸上，一直

是山东农大的追求和特色，目前，学校已经在

全国192个县、910个村、162个企业建立了1100

多个科研示范基地，带动了一批产业，摸索出

了“五变”精准扶贫模式。我们要把这个传统

继承和发扬下去，主动协同地方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创新服务方式方法，搭建更合适的载

体，建设更有力的抓手，推进科教事业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让专家学者更接地气，

成果转化更有空间。五要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

发展战略。家国情怀一直根植在山农人的血液

和基因里，扎根中国大地、齐鲁大地办大学，

说到底就是一切向国家和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看

齐，扛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担当。近年来，

学校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蓝黄”战

略需求，进军黄河三角洲，与省科技厅、东营

市人民政府和黄三角农高区四方共建国际现代

农业科教基地，目的就是集聚国内外杰出农业

科技专家，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打造现代农业

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和示范区，培养符合乡村

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需求的专门人

才，建设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农业硅谷，为

我省、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

供理论创新与实践借鉴。同时，学校还与青岛

西海岸省级农业高新区开展战略合作，在推动

现代都市农业发展上全面发力。这些布局，都

将成为学校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

作为新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

长张宪省教授在“两会”期间，多次提到培养

高素质农科人才的话题，笔者就此与他展开交

流。

问：作为百年老校山东农业大学的校长，

您对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作用，是怎么看待的？

张宪省：乡村振兴首先要靠人，要靠一支

庞大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专

业队伍。现在的农村和农业产业中，科技人员

严重不足，且农科类专业人才少、学历层次较

低，严重制约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步

伐。

农业高校是培养人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力量。当前，由于大众偏见和一些现实

因素，农业院校在招生中面临着许多困难。比

如山东农业大学，培养了这么多院士，拥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点数量有几十个，办学实

力在省属院校中绝对是佼佼者，但是在高考报

志愿时，却往往不是学生和家长的首选。为了

让农业院校更有吸引力，让农村和农业留得住

人才，建议国家实施免费农科生计划。具体可

参照近年来培养免费师范生、医学生的政策，

在全国农业院校、农科类专业中开展免费农科

生招生试点，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到“三农”

队伍中来。结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选择农

科类专业就读的农村生源给予适当资助。面向

基层的“三支一扶”、村官、选调生等选拔，

要向农科类毕业生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

国家出政策，农业高校自身更要自强。一

是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养留得住的高素质

人才，要让培养出的学生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

和宽广的知识面。比如学种子的不光懂育种和

栽培，还要懂防病治虫、农业机械化，甚至大

数据等知识，真正符合现代农业的人才需求。

还要加大对学生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尤其是对新型农业技术的熟悉和掌握。山东农

业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会根据社会需求进行

调整，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知

识，我们就会努力开出什么样的课程。

二要及时转化相关科技成果，助力政府和

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只有农村

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

业，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乡村振兴战略

才能真正实现。在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山东农大作为牵头单位获批3项，获拨经费高达

1 . 39亿元，位居全国第34位。2017年，山东农大

新上各级各类科研项目539项，立项经费3 . 1亿

元，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领域，学校就获批

立项91项，经费超过5000万元，无论是项目数

量和项目品质都在山东省属高校中出类拔萃。

下一步，主要还是解决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

题。例如学校和泰安市将共建汶阳田现代农业

基地，采取政府引领协调、企业市场化运作、

高校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的联合模式，按照产

业链、生态链进行布局，教师们做科学研究，

企业派人做辅助工作，成果就地转化，良种现

场销售，产品进行深加工，市场也应运而生，

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也带动了农民

致富，打造出特色小镇。希望这个模式能为国

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一种良好的模式和

实践探索。

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双一流”建

设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山东农

业大学拥有雄厚的办学实力，在国家和山东省

“双一流”建设中，咱们承担着什么样的角

色，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张宪省：2016年底，山东省立项建设首轮

“双一流”学科，山东农大的作物学、园艺学

和植物与动物学三个学科入选。2017年，围绕3

个省一流学科建设，学校加强顶层设计，系统

谋划学科发展布局，在不断强化三个一流学科

优势，培育特色，弥补短板的同时，积极做好

重点培育学科建设工作，跨学科遴选优势团队

和协同创新团队，并组建了多个公共条件平

台。学校还实施了人才“筑峰”计划和“杰出

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吸引“金凤凰”安家落

户，培育“小凤凰”展翅高飞。这些举措的集

成优势已经初步显现，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

估中，2个学科进入全国前5名，7个学科被评为

B级。另外，学校还有2个学科进入ESI世界排名

前1%，农林学科连续4年入选了QS世界大学学

科排名前200强。

下一步，学校要继续坚持人才优先、平台

优先、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主动对

接乡村振兴和山东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战

略需求，瞄准世界前沿方向精准发力，引导学

科交叉融合，进行学科布局大调整，学科结构

大优化，交叉学科大融合，重点学科大投入，

逐步建立起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人才市场

需求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同时，要立足产

业链条设计创新链条，整合资源组建优势和特

色团队，力争打造更多高水平创新平台，产出

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张宪省向笔者表示，2017年，国家三部委

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由于

多方面因素，包括山东农大在内山东省属重点

高校都未能入选，令人感到惋惜。不过，国家

“双一流”建设即将迎来动态调整，这为学校

创造了良好机遇。山东农大人有信心、有能力

扛起省属高校“排头兵”的使命，加快内涵发

展，全力冲击国家队。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培养高素质农科人才

山东农业大学：做乡村振兴战略的科技和人才引擎
全国“两会”期间，“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代表

和委员的关注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农业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省

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也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加

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山东农业大学是

我省农业高校的旗帜，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山农人

如何思考、如何布局、如何落实，引发了广泛关

注。日前，学校党委书记徐剑波和校长张宪省，就

如何发挥农业院校在乡村振兴中的科技与人才引擎

作用回答了提问。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域使用权公告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下列项目的海域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已经审审查同意，予以变更登记，现公告如下：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下列项目的海域使用权注销

登记申请已经审查同意，予以注销登记，现公告如下：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下列项目的海域使用权抵押

登记申请已经审查同意，予以抵押登记，现公告如下：

201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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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山东吹响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进军号。周村经济
开发区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主阵地，抢抓机遇，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一招”，谋篇布局实施“五新引领”工程，着力培育现
代优势产业集群，书写园区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篇章。

规划引领，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聘请力合科创集团高
起点制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确立了以高端装备制造、高精
度轴承产业集群为重点的发展框架。规划建设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配套科研中心、孵化器、标准厂房、电商金融物流
中心等设施，吸引高端机械制造企业入驻。规划建设轴承产
业园，盘活原恒星造纸机械厂和华侨石油化工厂200亩土
地，加快推进与淄矿集团战略合作，建设检测中心、研发中
心等设施，吸引优势轴承项目入驻，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的轴承制造基地。

项目引领，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以重大项目为支撑，
加快形成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重点抓好投资50亿元的
连城·智造小镇项目、投资6 . 85亿元的智造创新谷、投资3亿
元的威尔斯通智能焊接设备及新景机械年产1000台智能装
备、瑞纳森新型纳米材料等重点项目，实现由“制造”向
“智造”转型升级。

创新引领，多方位构建服务新平台。搭建政务服务平
台，完善党群服务中心，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项目全程代
办、一站式服务。搭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围绕打造1公里
服务圈，抓好连城·智造小镇和智造创新谷两大高新技术研

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筑巢引凤”打造企业集群发展加速
器。搭建金融服务平台，成立淄博金周股权投资公司，设立
产业引导基金，引导产业转型发展。

人才引领，再造创新发展新引擎。3月初，百年老字号
玉兔食品公司引进日本酱油酿造专家横山勉先生，同时联合
天津科技大学成立玉兔调味品产业研究院，开启了人才强企
的新篇章。这是开发区深化产学研合作的新成果。通过对企
业所需的前沿技术、高端人才及所在院校深入摸排，由开发
区主动联系接洽，加速了高新技术、高端人才引进。实施
“一企业一平台”工程，引导企业申报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等重点人才工程，促进企业建设技术中心、各
级重点实验室等人才载体。成功引进全区首个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项目——— 嘉富工业自动化及爱索新能源项目开工建
设；华安公司“消耗臭氧层替代物质工业化生产技术研究”
项目列入首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绿色引领，打造生态发展新高地。创新推动经济循环化
和项目低碳化转型，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将能够互相利用
的废水、废渣或降低排放指标的企业规划在一个区域，构建
起企业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园区大循环格局。严格资源节
约和环境准入门槛，大力开展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从严
落实防治责任，全面完成1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和10
吨以上35吨以下燃煤锅炉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建立起经济与
环保并进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甘露)

“现在村里都有电商服务站点，苹果发货、送货特别方
便。原来村民是扛着镢头刨‘口粮’，现在点点鼠标就挣
钱，上个月仅通过我们的平台就销售到广西、深圳、海南等
地10万多斤苹果。”沂源县南麻街道电商刘永平说，“有很
多回头客，从网上点名要沂源苹果。”

电商为沂源苹果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不只在国内
“火”，还乘坐班列走出国门，走上了俄罗斯、孟加拉国等
百姓的餐桌，真正“闯”出了大市场。

近年来，沂源县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把电子商
务作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电商发展环
境，促进产业资源集聚，打造电商龙头企业，畅通农产品上
行体系，推动了全县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017年，
沂源县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县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达12 . 9亿元，同比增长68%。

“以‘全国先进、山东一流’作为创建目标，通过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创建工作，建成一套完整的县镇村电子
商务组织管理服务体系，培育了一批较大规模的电商企业和
电商品牌，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农产品、农产品加工、旅游电
商生产销售渠道，实现了全县高档农产品、农产品加工、旅
游业和电子商务扶贫工作发展新突破。”沂源县商务局副局
长唐文彬介绍。

据了解，该县坚持高规格谋划建设方向，编制了《沂源县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沂源县县域公共品牌体系设计与运

维方案》，结合县内电子商务发展实际，全力实施“469”工
程：建立公共服务、产品供应、物流配送、人才培养四大体
系，实现政策、培训、服务、网络、物流、金融6个覆盖；推
动建设一处高标准电子商务园区、一个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一个仓储物流配送中心，打造一批知名电商平台，培育一
批知名农产品电商企业，培养一批电商人才，树立一批脱贫致
富典型，孵化一批电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一批镇、村服务
站点等“9个一”工程。基本形成电子商务产业政策有效、配
套体系健全、管理体制高效的农村电子商务支撑体系。

把发展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沂源利用原
有的镇村服务站点，规范提升12处镇级服务站、419处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点，实现140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和30个经
济薄弱村全覆盖。同时，依托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积
极探索“果农+企业(合作社)+电商”发展新模式，以土地流
转为支撑，以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生产为基础，以电子商
务销售为渠道，通过电子商务企业与果农结对子、订单销售
农产品，开辟了农户和贫困人口增收新渠道。

“沂源苹果好吃，但是以前果农全指望中间商来收购，
中间差价大，果农收益不高。如今通过订单生产、网上销
售，价格高出中间商收购价一倍，让果农既有好收成，又有
好收入。”沂蒙山旮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崔传贵说，
“电商搭台，沂源苹果由卖果难变成果俏卖。”

(刘克伟 张德友 江玉宝)

周村经济开发区

“五新引领”新旧动能转换

沂源：电商搭台

“小苹果”闯出大市场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