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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侯绪庆

以大项目催生大产业

“我们公司主要研发和生产室内外表贴全
彩显示屏，已与中科院等知名科研院所先后研
发了地砖屏、明屏和海报屏幕等六大系列终端
产品。年产显示单元300万片，led显示屏的灯
珠数100亿颗。”近日，记者走进华夏恒彩LED
显示屏生产基地，只见一条条鲤鱼在地砖屏上
活灵活现，还可随着脚步的移动不停游走。据
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庆华介绍，与传统LED地砖
屏不同，这种互动LED地砖屏能够根据人体感
应原理，跟随人体的活动呈现即时的画面效
果，可广泛应用于互动式展馆、城市广场、舞
台和剧院等高端市场。

据了解，华夏恒彩LED显示屏生产基地项
目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储备库重点优选
项目。该项目还带动了巴科光电、三彩显示、
中科协同创新光电等显示屏生产和配套企业落
户新泰，初步形成了光源、芯片、封装、LED
显示屏研发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培育江北最大
的光电显示产业集群。

这也是新泰市以大项目催生大产业的又一
例证。为增创转型发展新优势，新泰突出思想
解放，在全市铺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高质量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大改进”；邀请专家授课讲
解，组织考察学习，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夯实
了思想根基，积蓄干事潜能。突出规划引领，
紧扣资源枯竭城市实际，明确打造全省县域资
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的目标定位，策
划实施了以“三强”“四上”企业培育、精准
招商提升等十大工程，输变电、智能机械制造
等十大产业为支撑的“双十双创”总体工作思
路，高标准编制全市新旧动能转换总体规划及
各重点产业专项规划。突出项目拉动，聚焦
“四新四化”方向，成立全市项目策划委员
会，建立起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梳理重大政
策、重大事项112项，策划储备高分子材料产
业园等新动能项目203个，其中特变电工输变
电科技产业园、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术基地
等13个项目纳入省新旧动能转换规划盘子，87
个项目纳入泰安新旧动能转换规划盘子。突出
领导推动，成立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全市新旧
动能转换工作，对确定的十大重点产业，按照

一个产业一名市级领导、一个产业指挥部、一
个产业规划、一套工作方案、一支专家智库、
一批骨干企业的“六个一”机制，分别成立指
挥部，统筹负责规划编制、项目引进、企业培
植等工作，集中培强十大产业。

精准发力大招商

新泰聚焦产业求突破，精准发力大招商。
本着对接“最高层、最拔尖、最权威、最强
企”思路，紧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
点区域，大力实施产业招商、专业招商、合作
招商和资本招商。今年以来，共引进项目105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85个，10亿元以上项目8个；实
现了招商引资数量、质量“双提升”。同时，深入
研究中央和上级政策趋向、投资动向，全力以赴
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1-6月份，共争取项目
191个，获批无偿资金17 . 7亿元。

为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新泰以
培强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节能环
保三大千亿级产业为目标，本着存量变革与增
量崛起并举，拓展新兴产业链与提升优势产业
链并重，龙头带动、企业集群与创新驱动并抓
的思路，大力实施产业兴市战略，重点建设了
正大新能源产业园、高强高模新材料等大批龙
头型、基地型项目，力争3年内建成新能源、
生物医药等七大百亿级以上产业集群，争创省
级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示范区。

推进实施创新驱动

新泰将科技创新作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大发
展的动力源，按照“一个产业一个研究院、一
个园区一个孵化器、一个企业一个技术中心”
的“六个一”思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今年，重点铺开了东部智慧小镇、西部科创小

镇、南部智造小镇、北部学创小镇等四大科创
基地建设，与中关村合作建立了海德堡新泰创
新创业基地，新建产业研究院3家、院士工作
站2个。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各类科技创新
平台146个，设立创投基金5家，国家级科技型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
到27家、32家、159家，“政产学研金介用”七
位一体创新模式已基本建立。

同时，新泰还将优化发展环境作为助推全
市经济高质量大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省率先
推行“贴心代办、一次办好”改革，设立便民
服务局、营商环境建设监督管理局，制定行政
审批容错纠错实施办法，全力为企业、群众提
供“店小二式”贴心高效便捷服务，目前正着
力推进“不见面审批”和“无证明”审批。全
市建设项目各部门权限内审批时间比省政府要
求提速近1倍，平均提速24天，项目审批提速
率达到69 . 7%。

□ 本 报 记 者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牛 强

构建三级便民服务体系

翟镇史家庄村村民陈建红是村里的保洁
员，丈夫因病去世，上有双方高龄老人，下有
两个上学的孩子，仅靠其微薄的收入无法维持
正常生活。史家庄村代办员史正进了解到陈建
红的情况后，及时向镇民政办作了说明，经核
查，陈建红符合低保条件。村代办员上门为其
收集办理低保需要的材料，在多方努力下，仅
用7个工作日完成了低保办理，为陈建红一家
送去了一场及时雨。

“从过去低保救助办理大约3个月时间，
到如今平均1个月左右时间，最快7个工作日，
这是我们‘贴心代办、一次办好’改革中，民
政系统市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高效联动的一
个缩影。”新泰市民政局副局长马光举介绍。

这一审批事项的大提速还要追溯到今年5
月份的一份通知文件。5月29日，新泰市下发
《“贴心代办，一次办好”办公室关于复制推

广民政局“贴心代办，一次办好”改革做法的
通知》，指出“凡是乡镇初审、实质性审查，
市直部门只做形式上审批的，办事对象主要是
个人的事项，全部通过依法委托下放到乡镇就
近办理”，据此全面梳理所有科室权力事项，
对能放权的事项，要求一次全放、放到彻底。

为让下放部门真正做到“放得下管得
好”，让承接部门真正做到“接得住批得
好”，按照市委、市政府实施方案职责分工，
新泰市民政局主要负责社会组织、居民婚姻登
记、死亡数据与信息共享平台、政务服务网互
联互通等工作，牵头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网格建
设工作。为此，该局在全面梳理分析的基础
上，明确专人，分头负责。

秘书科牵头负责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工
作。通过积极配合市政务服务中心，对接泰安市
民政局、省民政厅有关科室，已将婚姻、殡葬、低
保等数据信息全部推送至政府政务信息共享平
台，实现五类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尽可能缩短审批流程

“对于群众来说，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的便利；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手
里权力大了，工作也会更加谨慎，审批时更是
不敢出一丝懈怠，一直不断提醒自己，要对得
起自己手里被赋予的权力。”说起审批下放带
来的改变，新泰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科长范海
燕深有感触。

以低保救助办理为例，原来需要到村里申
请，进行民主评议后，将齐全的材料进行提交
乡镇民政办，再经过乡镇民政办和市民政局两
次审核通过才能完成整个流程。

由于全市20多个乡镇递交的时间很集中，

一个个审核下来，耗费的时间也就相对较长。
通过权力下放到乡镇后，将市级民政部门事前
审核改为事后监督，只需乡镇民政办一级就可
完成审批，大大提高了审批事项的办事效率的
同时，整个工作的权责也更加明确。此外，申请
人还可授权市、乡镇、村代办员进行全程代办，
由代办员为群众跑腿办理，群众省时又省力。

这样的改变源于新泰市民政局大胆作出的
尝试。行政审批科牵头负责审批权下放代办工
作。按照放权原则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将法律
明文规定的由乡镇（街道）初审、调查审核、民政
局审批决定、针对个人的事项，全部通过依法委
托的形式下放到乡镇（街道）就近办理。

为此，新泰市民政局制订出台《全市民政
系统“贴心代办，一次办好”改革实施方案》
以及配套的监督管理办法，在集中审批权不变
的前提下，在20个乡镇（街道）及莲花山管委
会设立21处民政贴心代办点，刻制公布委托事
项专用章21枚，并确定21名首席代表。同时，
与20个乡镇（街道）及莲花山管委会签订放权
代办责任书，共下放乡镇（街道）审批事项12
个大项、20个小项，代办事项13个大项，极大
地方便了办事群众，真正实现“群众动嘴、干
部跑腿、数据跑路”，有效解决了过去审批中
流程过长、环节过多、效率不高的问题。如低
保办理放权代办后，由55个工作日缩短到30个
工作日，使困难群众能得到及时救助。

基层政权科、社区服务中心牵头负责城乡
基层治理网格建设工作。按照上级要求，结合
新泰实际，城市社区按照每个网格150-300户的
标准，农村及农村社区按照原村民小组的规模
及标准，将社区、村划分为若干网格，实现社
区、村的人、地、物、情、事、组织等全部纳入网
格进行治理。目前，该市863个村（居）共划分网

格3481个，配备网格管理员3481名、网格协管员
5730名、网格信息员1190名，为实现“人在网中
走，事在格中办”提供了良好基础。

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管上

放权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监管。
“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不等于行政审批

权的‘解放’，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的责
任更多了、更重了。”新泰市民政局党委书
记、局长马守元说。

目前，新泰市民政局已制订出台相关文
件，以及配套的监督管理办法，做到放权后，
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管上，达到“事前办好委
托、事中全面了解、事后强化监管”的目的。

同时，针对放权后，如何落实到位的问
题，市民政局还组织全市乡镇（街道）民政办
主任进行专题业务培训。要求各乡镇（街道）
按照要求，认真承接落实委托事项，做好与市
民政局相关科室的委托下放代办事项对接，确
保下放代办事项尽快审批办理。

严格规范委托事项办理规程，明确审批流
程、申请材料、审批时限等要件，防止超时
限、额外添加审批要件等现象发生。

乡镇（街道）在审批后3日内需将审批事
项报市民政局有关科室备案登记。相关科室对
委托事项案卷进行评查，查阅委托事项的有关
文件和资料，核查委托事项的实施情况，做好
委托事项的跟踪指导工作。对发现的行政审批
实施中的不当行为，及时给予业务指导，确保
下放代办事项监管不漏项、不缺位、不脱节。

自开展“贴心代办，一次办好”工作至8
月底，新泰市各乡镇（街道）共办理民政审批
事项1511件，合格率、满意率均达100%。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我们凭借专业团队，攻克了小间距尖端
技术的多重技术壁垒，研发出了超微间距显示
屏这一具有行业里程碑意义的极限产品，拥有
国家专利及软件著作权14项。”9月7日，华夏
恒彩LED显示屏项目负责人徐庆华介绍。

这是新泰市光电科技产业园依托上游企业
山东晶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产业链招商
结出的硕果。华夏恒彩项目带动了巴科光电、
三彩显示、中科协同创新光电等光电产业上下
游及关联配套企业成功落户新泰，初步形成了
光源、芯片、封装、LED显示屏研发生产的完
整产业链。

作为最早落户于新泰光电科技产业园的山
东晶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与中科院、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华南理
工大学等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依据产业链打
造技术创新链，在芯片、封装、电源等关键环
节获得5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
利，有10余项科研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为做强光电科技产业，今年以来，新泰通
过先后举办2018光电科技产业招商推介会、创
新发展论坛等活动，着力引进一批建链补链强
链项目：

6月12日，新泰与国内著名园区建设服务
运营商安徽省路网集团达成战略合作，采取
“PPP＋投建联动＋产业招商+运营管理”一体
化招商运营模式，合作开发运营泰山光电科技
产业园，着力打造全省电子信息产业示范区。

6月25日，新泰与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投资230亿元，
建设百万千瓦光伏产业园、光纤智造产业园、
智慧信息产业园、物流及农业生态园等4个优
质项目。

6月30日，在新泰市举办的“第五期全国
LED显示应用技术培训班”暨新泰市光电科技
产业推介会上，来自中国光协LED显示应用分
会理事长关积珍表示，华夏恒彩研发的小间距
LED以及Mini LED，Micro LED等产品的成熟
与创新，已让光电科技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

近年来，新泰将光电科技产业作为新旧动
能转换的十大产业之一，创新采取一个产业一
名市级领导、一个产业规划、一套工作方案等
“六个一”工作机制，整合资源、专业专注，
集中培强光电科技产业。同时，本着“依托龙
头、延伸链条、做大集群”思路，组建成立全
市光电科技产业指挥部，设立规模10亿元的光
电科技产业基金，聘请国际领先产业研究机
构—芯谋研究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石墨烯
产业研究院、光电科技产业孵化器，配套建设
了电镀产业园和新材料产业园，着力培育江北
最大的光电显示产业集群。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今年以来，新泰市多举措提升

空气质量，加大力度推进“蓝天工程”，让天更
蓝空气更新鲜。

“我们在两城区配备有各类扫地车、冲洗车
22辆，城区现有道路保洁机扫率达到50 . 6%，洒
水率达到86 . 8%。”新泰市环卫处副主任崔西锋
说。同时，新泰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渣
土车运输扬尘污染防治、面源颗粒物控制、秸秆
综合利用和焚烧监管、全面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实施污染治理提标改造和开展错峰生产等，
为工业污染综合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去年以各级环保督察为契机，全力整治清理
取缔淘汰一批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散乱污企业，
共取缔淘汰散乱污企业1208家，取缔拆除十吨以
下燃煤小锅炉802台，还老百姓真正的蓝天白云。

“截至目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PM2 . 5，
四项大气污染物浓度比2017年同期均大幅降低，
其中PM2 . 5改善率达到19%，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增加30余天 ,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新泰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张宗涛说。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邵 峰 张园园 报道

本报新泰讯 汽车维修保养猫腻多，尤其
是消费者对汽车专业知识不了解，一不小心就
会被“坑”。近日，新泰市市场监管局就成功
处理了一场由汽车保养猫腻引发的纠纷。

消费者常先生去年购车时，某4S店许诺赠
送五次汽车保养。做第二次保养时，常先生才
被告知赠送的汽车保养仅限第一、三、五、
七、九次，中间几次保养常先生需要支付费
用。常先生的第六次汽车保养未在该4S店进
行。在常先生第七次汽车保养即免费的第四次
保养时，4S店终止了免费保养汽车的约定。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九条规定：
消费者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4S店终
止与消费者的约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如拒不改正，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4S店也做出了明确表
态，会尽快研究解决方案。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汽
车、家电等商品时，购买前一定要和商家明确
售后服务的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合理的服务和
收费坚决予以拒绝。若发生消费纠纷，与商家
协商不成，可拨打投诉电话12315、12345，也可
以直接到就近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肖根法 张玉婷 报道

本报新泰讯 8月21日，新泰市小协镇组织
镇扶贫办、财政所、经管站等部门工作人员，为
全镇59名符合条件的贫困老人发放孝善养老扶贫
补助资金3 . 56万元。

在前期，小协镇专门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孝
善养老扶贫扶持范围、资金运行管理、工作流程
等具体事项，制定了《新泰市小协镇孝善养老扶
贫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小协镇孝善养老扶贫领
导小组，指导后期各项工作推进实施。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刚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1日，记者从新泰市食药

监局获悉，为确保广大消费者吃上合格、放心的
月饼，市食药监局近日组织开展中秋月饼市场专
项检查。

此次检查以大中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和
现场制售月饼的加工店为主要检查对象。对月饼
生产加工场所，重点检查加工环境是否整洁卫
生、生产流程是否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否符
合规定等；对月饼经营单位，重点检查月饼的购
进验收记录、质量检验合格报告、包装标识等，
依法监督月饼生产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和记录制
度，确保采购的食品合格。在检查中，执法人员
现场为正在购买月饼的市民教授识别月饼质量的
方法，并对经营者及从业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宣
传，督促其诚信守法经营。

新泰大力推进

蓝天工程

警惕汽车保养猫腻多

严把中秋

“舌尖”安全关

小协镇发放孝善养老

扶贫补助金

新泰市民政局深化“放管服”改革，打破“信息孤岛”———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今年实施千万元以上项目182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64个———

新泰：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支撑
◆签约项目41个，合同引资额692 . 27亿

元，市外投资645 . 79亿元……这是新泰市在
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暨2018中国泰安
投资合作洽谈会期间取得的丰硕成果。据
悉，此次签约的项目中100亿元以上项目1
个，50亿元以上项目3个，10亿元以上项目
16个，亿元以上项目达35个。

这也是新泰市以大项目催生大产业，引
领大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泰把新旧
动能转换作为加快资源城市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机遇，精心谋划，精准发力，
着力做好新旧动能转换这篇大文章，增创新
泰转型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全市共实施
千万元以上项目182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64个，在上半年泰安市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
建设实地检查考核中再次取得第一名的好成
绩，实现“十三连冠”。

◆新泰市是我省“放管服”改革确定的
“贴心代办，一次办好”试点市。为给办事
群众提供最大限度的便民服务，实现“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今年以来，新泰市
民政局将其作为“一号工程”，通过市乡村
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建构和“互联网+”便民
惠民行动的开展，打破“信息孤岛”，叫响
“店小二”服务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纳米”。

光电科技“凸显”产业链效应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崔仲恺 报道

9月6日上午9点，2018年
新泰市善行义举四德榜“榜上
有名”先模人物发布仪式举
行。新泰市高度重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通过打造
“德润平阳·文明新泰”道德
文化品牌，创建四德工程示范
市、示范乡镇、示范村居和示
范单位，广泛开展道德宣传阵
地建设、道德宣讲、网络道德
引领、道德模范典型推树等活
动，强力推进四德工程建设进
程。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王桂玲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以来，新泰翟镇纪委结合自身职责以及全镇实际，
切实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工作、基层“拍蝇”结合
起来，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着力发现和查处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
题，推进全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成立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惩治涉黑涉恶腐
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翟镇纪委关于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监察的实施方
案》等强化部门联动，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结合全镇实际，及时宣传发动，营造全民参
与、共查共治的舆论氛围。在镇区显要位置、各
村广场张贴《翟镇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监督执纪监察力度的公告》，公开举报
电话、电子邮箱，发动群众上报涉黑涉恶线索；
悬挂涉黑涉恶专项斗争标语，动员群众积极参与
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提供强有力的扫黑除
恶舆论保障。

聚力监督执纪监察

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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