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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30日，淄博市召开2018年

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淄
博市文明旅游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并对
下一步推进文明旅游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文明旅游联席会议
制度，充分发挥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的组织协
调作用，要加强监督检查，把文明旅游工作纳入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
等考评体系，形成鲜明的工作导向。要动员社会
参与，调动和发挥各类志愿者的积极性，共同维
护文明淄博良好形象。

淄博市召开

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

□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着眼转型发展大势共享共赢

釉色满韵、色白花青的陶瓷，圆润剔透、晶
莹璀璨的“鱼子蓝”，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琉璃
灯工……走进陶博会，各式各样的陶琉展品目
不暇接。

“每年陶博会都有新花样、新惊喜。”今年65
岁的杨秀中笑着对记者说，今年最喜欢的展品
莫过于惊艳青岛上合峰会的千峰翠色系列瓷器
和光泽晶莹、雍容华贵的鸡油黄编钟。

9月6日上午，第十八届中国（淄博）国际陶
瓷博览会在淄博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陶博会设中国陶瓷科技城、中国财富
陶瓷城、中国（淄博）陶瓷产业总部基地、淄川
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4大展区，共有50余项活动，
旨在打造国内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陶琉产业
新技术、新产品、新趋势交流和传播平台，融智
聚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升“淄博陶瓷 当代国
窑”和“新材料名都”城市形象，为建设新型工业
强市、文化名城、生态淄博、现代化组群式大城
市提供助力。

“淄博是中国陶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近年
来，淄博把推进陶琉企业传承创新作为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加速推
动陶琉产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淄博市委常
委、副市长杨洪涛介绍，淄博陶琉曾多次作为国
礼赠送外国领导人，并在上合峰会等重大外交
活动中精彩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淄博陶瓷 当
代国窑”的品牌。

本届展会着眼转型发展大势，突出“动能变
革 共享共赢”主题，策划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充分展现国内外陶瓷设计创作力作以及淄博陶
琉产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淄博将以此为契
机，深化与国内外合作交流，开创携手共进、合
作共赢的新局面。”杨洪涛说。

“这是交流陶瓷行业创新和制造技术的好
机会。”泰国工业部陶瓷工业管理局局长阚·阿
亚素在致辞中说，此次共有11家泰国陶瓷企业
参展，在展示泰国陶瓷工艺的同时，希望能学习
借鉴到中国先进的陶瓷制作工艺和经验。

特色板块为高质量发展助力

除了日用陶瓷展等常规活动外，本届陶博
会还设置了淄博新旧动能转换成果展、全国建
陶企业产品展、智能家居体验展、琉璃艺术作品
展区、互动区、第二届全国金鱼大赛、2018中国

（淄博）陶瓷展销会及论坛活动等特色板块。
中国财富陶瓷城作为陶博会建陶主会场，

吸引了产业园、代表厂商、品牌企业纷纷参展，
形成8大展区，汇聚800余厂家、1000余建陶品牌、
上万款瓷砖新品，为广大客商带来一场建陶盛
宴。10余种业态，完美衔接行业上下游配套，满
足不同客商需求，产品一站式购齐。据不完全统
计，展会开幕当天参会者达3万人次以上。

“产品丰富多样，都有点挑花眼了，不虚此
行！”专门从河南赶来的客商刘全德笑着对记者
说，陶瓷城全国建陶产区馆汇聚了广东、福建、
河北、河南等全国主要产区代表精品，为全国建
陶企业交流、贸易提供良好展销平台。

“建陶行业大浪淘沙，单纯拼产量的年代已
经过去，企业只有严守环保、安全生产底线，不
断创新，差异化竞争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行销处总经理陈世
伟介绍，去年9月，统一陶瓷推出的“巨石代”系
列大规格瓷砖一经上市便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
可。

“我们要大力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塑
造绿色、联动、融合、共赢的创新展会平台。”淄
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说，设置新旧动能
转换成果展、智能家居体验展等板块，就是希望
能引导淄博家居建材行业创新发展。

打造“永不落幕的陶博会”

“陶博会是展示我市陶瓷产业发展成果的
重要载体，也是打造城市品牌、扩大对外影响的
重要窗口。”淄博市委书记周连华说，要用好陶
博会这个平台，积极展示宣传推介淄博，着力推
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企
业、人才来淄博创业创新。

在此次展会中，首次面向国内外记者开放

的淄博陶琉国艺馆同样引人关注。
淄博陶琉国艺馆位于淄博市文化中心的B

组团，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目前，已进驻了43家
企业及大师工作室，其中陶瓷企业8家、琉璃企
业6家、陶瓷大师工作室11家、琉璃大师工作室9
家、陶琉研发中心3家、电子商务3家、玻璃企业2
家、丝绸企业1家。

淄博陶琉国艺馆瞄准“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定位，建设“中国瓷谷”、打造“当代国窑”、建
设“永不落幕的陶博会”，以品牌、技术、设计、资

本为纽带，整合资源，培育壮大行业龙头，扶持
中小微企业向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方向发
展，促进陶琉与文化、旅游、科技等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

下一步，淄博市将发挥陶琉国艺馆的研发、
设计、人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国内外专业设计
公司、大专院校设计团队、独立陶琉设计师进驻
陶琉国艺馆，建设淄博陶琉产业研发中心，带动
全市陶琉企业到2021年实现全行业产值960亿
元，推动陶琉产业高质量发展。

着眼转型发展大势，突出“动能变革 共享共赢”主题，陶博会———

融智聚力促进陶琉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4日，淄博市发布《淄

博市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将严格监管控制湿地不合理的开发利
用，有计划地对萎缩的湿地进行生态修复，扭
转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生态功能日益退化的局
面。据悉，目前淄博市湿地总面积20 . 37万亩，
其中自然湿地11万亩，占全省湿地总面积的
0 . 78%，到2020年，力争新增湿地面积0 . 16万
亩。

《方案》规定，将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学编制湿地保护规
划，并与相关规划进行有效衔接。对省、市重
要湿地，或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要通过划定
生态红线、限制不合理开发、新建人工湿地、
开展退化湿地人工恢复、建立湿地公园和湿地
保护小区等方式加强重点保护。

根据生态区位将全市湿地划分为省重要湿
地、市重要湿地、区县重要湿地，列入不同级
别湿地名录，分级分类管理。按照省有关规定
对马踏湖等7处省重要湿地实施保护管理，同
时立足淄博市湿地资源现状，参照全市河湖长

制分级管理体系，确立市重要湿地名录，及时
向社会公布。各区县要在2018年年底前确定并
公布区县重要湿地。

根据全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将湿
地面积管控目标逐级分解到区县。各区县及有
关部门要按要求勘界定标，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除不可抗力因素外，确保湿地面积总量只
增不减。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负
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其他
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市
里从2018年起，将湿地面积、湿地公园建设、
湿地保护率、湿地生态恢复状况等保护成效指
标纳入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
体系，加强考核评估，严格责任追究，建立终
身追责机制，保障目标任务落实。

《方案》明确，禁止擅自征收、占用国家
和省市重要湿地，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一
般湿地。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
已侵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禁止开(围)垦、填
埋、排干湿地。禁止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禁
止向湿地超标排放污染物。禁止对湿地野生动
物栖息地和鱼类洄游通道造成破坏。禁止破坏

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其他活动。
同时，科学有序推进湿地生态旅游，探索

湿地合理利用，推进湿地对工业污水、生活污
水净化处理示范区建设。湿地保护相关部门要
完善涉及湿地相关资源的用途管理制度，合理
设立湿地相关资源利用的强度和时限，避免对
湿地生态要素、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等方
面造成破坏。

《方案》要求，市、区县湿地保护管理相
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对湿地资源利用者的监督，
探索建立湿地利用约谈和预警机制，对湿地破
坏严重的地区或有关单位进行约谈。严厉查处
违法利用湿地的行为，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破坏
的，由湿地保护管理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
状，情节严重或逾期未恢复原状的，依法给予
相应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
理。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快制定湿地修复管
理办法，建立健全谁破坏、谁修复制度。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等都是
湿地保护的责任主体。对未经批准将湿地转为
其他用途的，能够确认责任主体的，由其自行

开展湿地修复或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第三方机
构进行修复；对因历史原因或公共利益造成生
态破坏的、因重大自然灾害受损的湿地，经科
学论证需恢复的，由各级政府承担修复责任。

多措并举巩固和增加湿地面积。各区县要
根据资源状况，在稳定和扩大省级湿地保护区
域的同时，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人工湿地，要
在水源、用地、管护等方面，为增加湿地面积
提供条件。

此外，湿地监测评价主体应为具有监测评
价资质和能力的有关部门及其所属科研机构，
以及第三方专业机构。健全湿地监测数据共享
制度，林业、国土资源、住建、交通运输、农
业、水利、环境保护、旅游、规划、黄河河务
等部门单位获取的湿地资源相关数据要实现有
效集成、互联共享。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今
后三年内要建立健全湿地监测站点，实现监测
全覆盖。

各级政府要把湿地保护纳入生态环保工作
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分析研究湿地保护境况及
变化趋势，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消除或化解湿
地生态安全重大隐患和重大问题。

淄博出新规让湿地不“失地”

参展商向市民介绍相关展品。

□本报通讯员 高攀 弋永杰

自主维修5台设备的效益有多大？现在，到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岱庄煤矿就能找到答案。

最近，岱庄煤矿机厂成功攻克了充填压
力监测阀压力不稳定的难题，这是该厂下半
年以来自主修复的第5台充填管阀设备。而以
前，此类管阀设备出现问题需要外委维修，
现在内部就能解决，仅这5台设备便节约外委
维修费9 . 6万元。

今年以来，岱庄煤矿树立“成本线就是生
命线”的理念，强化目标和过程控制，全力以赴
完成全年成本控制指标。他们充分利用内部加
工维修市场，立足自主维修、专业维修和修旧
利废，实现了废旧物资、设备的再利用、再创

效、再增值。今年上半年，该矿吨煤维修费
5 . 88元，比预算降低了1 . 96元。

“降本的关键在井下，材料是大头。”
该矿副矿长李克业告诉笔者。为了降低可变
成本，消灭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浪费，他们严
格材料费投入，除了安全、生产必须投入的
材料外，其余一律都砍掉。生产技术部门还
制定了《废旧材料回收管理办法》，实行废
旧材料回收与工资收入挂钩机制，充分调动
了职工回收复用的积极性。

9月2日，综掘二区牛天龙班在8309皮顺完
成当班检修任务后，没有“闲下来”坐等交
接班，而是组织班组职工对轨道、皮带两顺
槽的废旧锚杆、锚牌等材料进行回收。不到
半小时，每人便拎着两串废旧锚牌上井交给

了材料员兑换工资。“按照矿上制定的材料
回收办法，班组每人工资能多收入 2 0块
钱。”班长牛天龙说。该工区通过加大废旧
材料的周转、回收及复用力度，仅上半年就
节约材料投入5 . 4万元，工区因此获得6000余
元的工资奖励。

由点上控制，向线上控制。由事前管
理，向全程覆盖。该矿还加强全员全流程的
过程管控，促进成本管控由注重“事后总
结”向“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考核”
的全过程管控模式转变。该矿每月由经营管
理部门组织召开成本管理分析会，对各专
业、各单位上报的次月成本管控清单进行分
析整理，坚决消除各环节、各岗位上的低效
和无效损耗，以更大力度控制和降低成本。

成本线就是生命线
岱庄煤矿加强全员全过程管控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6日，记者从淄博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该部门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7月底，淄博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额累
计突破300亿元。今年1-7月，共为全市9 . 36万人
次提取住房公积金24亿元，提取金额创新高。

据了解，近年来，淄博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持续稳健发展，累计为12 . 91万户职工家庭发放
住房公积金贷款303 . 39亿元。今年1-7月份，在严控
提取风险、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淄博市住房公
积金各类提取结构、占比、资金提取量维持在一个
较合理的水平上。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市为
5324户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9 . 89亿元。
与此同时，今年前七个月为9 . 36万人次提取住房
公积金24亿元，同比增长37%，提取金额创新
高。

截至7月底

淄博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发放额累计突破300亿元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卢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4日，记者从淄博市就业办

获悉，今年以来，淄博市紧紧围绕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1-7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7 . 39万
人，同比增加1 . 25万人，增长20 . 36%。

在1-7月全市新增就业人口中，城镇就业转
失业人员再就业4 . 32万人，同比增长5 . 81%；困
难群体再就业2512人，同比减少3 . 2%。城镇登记
失业率2 . 43%，保持在4%以内。据悉，淄博市享
受失业保险待遇人数2 . 95万人次，同比减少0 . 2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9个百分点，共领取失
业保险金1 . 71亿元，享受代缴医疗保险4632 . 24万
元；共有1311名企业在职职工领取职业技能提升
补贴247 . 65万元。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将阶段性降低费率期限延长一年，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自政策实施以来，累计少征收失业保
险费2 . 5亿元。另外，淄博市新增市级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1家，新增省级创业型城市（县区）2
个、市级2个，新增省级创业型街道（镇）4个、
市级12个，新增省级“四型就业社区”25个、市
级40个，创业平台建设得到充实。

1-7月淄博城镇

新增就业7 . 39万人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陈燎原 宗鑫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4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淄博市针对党性教育资源丰富，但类别较多、分布
不均的实际情况，通过统筹整合、组团利用，着力
开发利用本地党性教育资源，将各个时期零散建
设的33处现场教学点“串珠成链”，建设“组团式”
党性教育基地，每年培训干部20余万人次。

将主题主线串起来，在内容内涵上建立内在
联系。针对传统文化、基层党建等各类型现场教
学点，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按照一条脉络进行理
清理顺，在教学内容之间建立逻辑关系，让学员
走过多个教学点后有层层递进、逐渐深入的体会
感受。

将行程线路串起来，在日程安排上实现自由
组合。在内容串联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各教学点
交通路线、周边环境等因素，设计日程半天到三
天不等的教学线路，满足不同教学班次需求。同
时，将教学点位置、功能标注在地图上，绘制了
《淄博全域化现场教学地图》，全面实现按需定
制、灵活布线。最大限度发挥出“组团式”党性
教育基地的效益。

淄博打造

“组团式”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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