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018年11月6日 星期二 第325期

热线电话：(0537)2399971 Email：dzrb163@126 .com 微博：http://weibo.com/dzjn

□ 责任编辑 霍丽娜

(0531)85193299

扫描二
维码，在网
页中打开
并下载，轻
松安装新
锐大众客
户端

广告

□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陈曙光

没有拥挤的排队人群，没有突然响起
的尖厉叫号声，没有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复
杂“伪科技”……11月1日，记者来到曲
阜市为 民 服 务 中 心 （ 以 下 简 称 “ 中
心”），整洁宽敞的办事大厅，清晰明了
的功能区域划分和无处不在的“数字化”
理念，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在一台自助申报查询一体机前，曲阜
市民李广通过简单的点击操作就把自己新
注册的公司经营许可证打印了出来。“网
上查询好需要的材料，到中心提交，很快
就能自己打印出许可证，非常方便。”李
广说，中心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集合化的
服务窗口，而更像是一次数字时代下的服
务模式变革。

“让数据多跑腿、市民少跑腿”，是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政务服务的公认新标
准，可很多地区和办事大厅的所谓“智
能”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
利，甚至会因为系统设计的拙劣和服务跟
进的缺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的数据使用是“有脑子”和“通人
性”的，中心不仅设置了全省首家集自主
申报、查询等功能于一体的自助一体机，
还将中心系统与浪潮系统进行了全面对
接，使得“工商—人社—税务”和“房
产—不动产—税务”两条线实现了信息的
互通共享，逾越了“信息孤岛”的鸿沟，
彻底避免了重复材料的多次提交。

曲阜市民李兆芳在芝兰公馆购买了一
套住房，10月30日，她到中心申办不动产
证，11月1日就拿到了手。过去，办不动产证要
先到税务部门缴税，再到房产部门办理相关
手续，最后再到不动产部门办理不动产证，最
快也得十几个工作日，不仅时间长，老百姓也
会因为东北西地跑叫苦不迭。中心实行不动

产登记，采用联合办理的方式之后，群众只需
要到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所有业务，提交一
次材料，三天后就可拿证。

流程再造实现了智能审批和链条办
理，按照“一窗受理并行办，三天拿证遂
心愿”的目标，中心对不动产登记事项进
行梳理、优化流程，按链条优化整合分散

在三个部门单位的关联事项，将“一事一
流程”整合为“多事一流程”，推行“一
链办理”，实现了“一窗受理”“一次办
好”。目前，85%的证两天内即可办结，
真正遂了群众“少跑路、快拿证”的心
愿。而这，只不过是中心在充分利用数字
化手段下，进行审批流程和服务流程再造
的一个缩影。

数字化的广泛应用，还体现在更深入
的便民服务上。中心专门设置了24小时自
助服务区，全天候向企业和群众提供社
保、工商营业执照自助打印、发票申领、
综合办税、供电交费及查询、不动产信息
查询等10多项自助服务。特别是可以自助
打印高铁票，为全省首创。

在中心门口的大型LED大数据屏上，
实时发布着中心当天窗口的办件情况、办
件状态、办事进度、办件数量和重要的告
知事项，信息一目了然，方便企业和群众
准确掌握所需信息。而这些大数据除能监
测中心运行状态外，还可为后续调整窗口
设置，进行深度流程优化的有力参考，真
正让数据发挥大作用。

目前，曲阜所有的行政许可、行政确
认、其他权力事项全部进驻，90%依申请
公共服务事项、部分行政征收及婚姻登
记、住房维修基金交纳、公共资源交易、
公交卡等便民事项也已进驻，不仅实现
“应进必进”，还做到了“便民即进”，
进驻事项达到899项，进驻部门单位达到65
个，水电气暖等便民服务单位16个，中介
10家进驻人员376人。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惠亚

深秋时节，当小龙虾重返洞穴，清新的
稻香再次飘散在鱼台的田野上，在鱼台县李
阁镇驰润稻虾共作“新六产”体验区内，金
黄的底色让这片曾经被称作“北大荒”的土
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代表‘鱼台味道’的不光是咱家大米了，
还得加上火爆的生态小龙虾。”望着眼前金色
的稻虾田，园区总经理闫领阶很是兴奋，“今
年园区种植了5500余亩‘五统一’绿色稻米，
稻田地块边开挖虾沟进行生态小龙虾的养
殖，这种稻、虾双丰收的农业生产模式，比原
来水稻田综合效益至少提高了一倍！”

2009年10月，靠着向亲朋好友借来的启
动资金，闫领阶承包了5000多亩土地，成立
济宁驰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他与土
地的不解之缘。

这片土地就在姜楼村北面，小时候，老
闫就在这里捉蝴蝶、逮蚂蚱，所以对这片土
地有深厚的感情。在他承包之前，农场被分

租给许多人，有的种树，有的种庄稼，因为
管理不善，草长得比庄稼都高，被村里老人
称为“北大荒”。所以当老闫打算承包的时
候，最反对他的竟然是他种了一辈子地的老
父亲，唯恐他像别人一样种不出个名堂，白
白糟蹋土地。

“当时我就盘算好了，这片土地并不适
合种小麦，更适合种水稻。”闫领阶给父亲
分析了土地的现状和他的经营模式，最终打
消了父亲的疑虑。

公司起步之初，他靠着家里仅有的一台
手扶车和从姐姐等亲戚家多方筹集资金购买
的手扶柴油三轮车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带领
17名工人从零基础设施开始，修整房舍、清挖
水沟、修砌水渠……自那时起，他下定决心彻
底改变这片土地的模样，如今这里基本农田
大框架已然成型，沟渠、林田、桥梁、水闸一应
俱全，种植条件得到大幅改善，俨然一派“阡
陌交通，鸡豕相闻”的欣欣向荣景象。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济宁驰润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集农、林、渔、牧、
畜，多业并举，种养结合的新型科技农业产

业综合体。公司通过国家环保认证，被济宁
市林业局认定为苗木种植生产基地，闫领阶
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种粮、售粮大户”和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有了好政策，农民种地心里也更有底
了。”闫领阶为今年县里实行的“五统一”
战略竖起了大拇指。鱼台县绿色稻米产业发
展实施统一供种、统一育秧、统一管理、统
一订单收购、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战略，
旨在实现产品标准化生产。

今年，更好的机遇也摆在了闫领阶面
前。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鱼台县开始推广
“稻虾共作”生态种养模式。小龙虾养殖与
水稻种植共用一块稻田，水稻为小龙虾提供
良好的栖息、摄食和生长环境，小龙虾为水
稻除草并提供有机肥，达到稻、虾双丰收的
农业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稻虾循环共生、优
势互补的“亲土种养”。当县农业局的工作
人员问起闫领阶的打算时，他的回答十分坚
定：“之前没有补贴的时候就打算开始套养
龙虾，现在更是吃下了‘定心丸’。”

今年，小龙虾的行情继续看好，按照18

元一斤的价格计算，数千亩的稻田一天的毛
收入就能达到35万元。7月28日，驰润“稻虾
共作”示范园更是成了中国·鱼台第二届龙
虾节的分会场，举办了盛大的开园仪式。看
着一网网刚刚捕捞上来的活蹦乱跳的小龙
虾，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现场每一个人的脸
上。“现在周边村的村民对于养龙虾也更有
信心，下一步，我的虾苗将以较低的价格提
供给他们。通过我们公司的技术指导，也能
让小龙虾的成活率得到提高。”闫领阶表
示。

心系家乡困难事，赤子之心报桑梓。在
公司经营业绩不断攀升的同时，身为一名老
党员的闫领阶默默做了很多令人交口称赞的
善举。逢年过节，他总是拿出一部分资金亲手
递给村里经济困难的孤寡老人；看到路屯小
学学生在雨天挽着裤脚蹚水上学，他没有丝
毫犹豫便组织人手拉来水泥沙石把小学两侧
的泥路整修铺平；每每临近农忙时节，公司里
雇用工人，他一直首选临近几个村里的贫困
户劳力；在得知镇上开展“爱心棉衣”认领
活动后，他第一时间认领了20件。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田金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2日，由工信部组织召开的2018消费

品工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现场经验交流会议在济宁举行。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青岛
海尔（胶州）空调器有限公司和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等单位分别进行了经验做法介绍，并参观了如意集团。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发展实体经济，关键在制
造业。消费品工业作为制造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
民生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
阵地。近年来，济宁把智能制造作为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的主攻方向，从供给侧入手，大力提升消费品工业智能制
造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推
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去年，济宁先进制造业主营业务收
入、利税、利润占工业比重分别提高到79 . 1%、59 . 4%、
66 . 9%，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形成。
如意集团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辰欣药业、国
丰机械入选国家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联诚集团、泰丰液
压、博特丝杠入选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山推机械、圣阳
电源等10家企业入选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8消费品工业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现场经验交流会议

在济宁召开

5500余亩绿色稻米亲土种养

让稻香飘满“北大荒”

曲阜市为民服务中心：让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

“智能审”“链条办”，市民办事不再烦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王伟

11月1日，有别于机声隆隆的火热生
产场面，位于金乡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
东启锐丝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内，安静得能
听到树叶落到地面的声音。进入车间，只见
整齐排列的机器，却很少见有工人。公司副
总经理许景导告诉记者，生产线智能化水
平高，生产的是直径只有50微米到65微米
的金刚线，这才显得“动静小”。

看似平静的车间内却蕴含着巨大动
能。近年来，效益大幅下滑的山东启锐丝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
企业转型升级，新产品再次得到行业认
可。所生产的50微米金刚线，相关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对推进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启锐丝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前身
是济宁泉达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产品碳化
硅微粉，主要应用于单、多晶硅片切割，

蓝宝石切割等领域。2016年，由于光伏切
片企业开始大量应用日本生产的金刚线切
片技术，替代了原有的砂线液切割技术，
济宁泉达实业有限公司效益出现大幅度下
滑。他们意识到，企业要生存，必须要通
过科技创新，实现产品的转型换代。

“原来的切割技术是钢线在碳化硅微
粉中高速旋转，将砂粒带进切割槽里边，叫
做磨切。现在是把金刚石微粉利用镍层镶
嵌在钢丝上，像锯子一样，叫做锯切。这样，
切割效率提高将近 3倍，生产成本降低
30%。”许景导说。2017年，他们启动了金刚
线生产项目，注册成立了山东启锐丝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公司与日本小松电子株式
会社共同研发、创造了独有的物理旋流悬
浮法上砂技术，使金刚线产品具有上砂颗
粒均匀、线径细、破张力大、客户生产成
本低、切削效率高等突出特点。

公司同时与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等高校联合成立研发团队，不断获得技术
突破，成功研发出了行业最细的50微米金

刚线和自动加砂补液装置，使生产线实现
了精度高及自动化、产品一致性好的特点。
该项目总投资16 . 8亿元，自2017年1月开工
建设以来，已安装了160台日本进口专用设
备，年底前完成全部240台专用设备的安装
和调试。项目全面建成后，年产能将实现
100亿米，产值15亿元，利税完成5亿元。

记者通过高清放大的图片看到，钢丝
表层均匀地分布着金刚石颗粒，数据显
示，每毫米钢丝上足有2 5 6个金刚石颗
粒。许景导告诉记者，通过这样的控制系
统，钢线从滑轮中经过，拍照系统每3秒
中拍一次，并将数据传递到电脑上，以此
判断镶嵌颗粒的多少，从而控制是否需要
补砂。“我们出厂的金刚线完全能达到客
户要求的断线率低于5%的标准，近期向客
户售出的20卷金刚线更是一卷没断，断线
率几乎为零。

“咱们用的手机屏幕大多是用金刚线
切出来的。”许景导掏出手机介绍。原来
切割线的直径是200多微米，切出来的片

光洁度不够，还需要再次抛光。现在用金
刚线切出来的切片在3000倍的电子显微镜
下看不到划痕，无需抛光就能直接使用。

单、多晶硅是目前太阳能光伏板最重
要的原材料之一，价格高达每吨10万元左
右。许景导走到一块约有50厘米长的多晶
硅锭前说，目前国内很多企业生产的金刚
线只能切出2400片，因为他们生产的金刚
线足够细、足够抗拉，能切出3000片。将
单、多晶硅锭切成薄片，进行线路印刷，
再次组装，就成为光伏发电电池板。切得
越薄，越能节省原材料，光伏发电成本越
低，这样才能和火电的上网定价竞争。许
景导说，金刚线为光伏发电做出的最大贡
献就是为每度光伏电降低成本0 . 2元。

公司通过优质金刚线产品的良好表
现，不仅与国内外多家光伏企业仍保持着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还将进一步
拓宽金刚线应用领域。尤其是在IT行业硅
晶圆片切割、中国芯制造等方面，都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50微米间，寻见发展新动能
——— 山东启锐丝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完美转型

□记者 孟一 报道
11月1日，为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数字办事设备的使用方法。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婷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30日，2018年全国质量标杆山东行

交流活动在济宁举行。今年，全国共有282家企业完成在
线申报，覆盖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推荐经验材
料156项。经过形式审查、资料评审、企业答辩及公示等
环节，最终38项典型经验被认定为2018年全国“质量标
杆”。质量标杆活动持续发挥优秀企业的标杆引领作用，
营造“树标杆、学标杆、超标杆”的质量改进氛围，为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
动企业质量提升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

2018年全国质量标杆

山东行交流活动在济宁举行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30日，济宁太白湖新区文化发展促

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济宁游客服
务中心召开。太白湖新区文化发展促进会是由济宁文化爱
好者自愿组成的地方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
的成立，不仅是开拓了新的文化领域，而且是在转型的践
诺中一次创新和探索，以此扩大太白湖的文化影响力。

成立后的新区文化发展促进会，将从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方向，与各界精英和热心人士共同
推进太白湖新区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发展趋势，为新区发展
提供前瞻性和专业性的意见，为“一核引领”和“二次创
业”提供新的精神动力，以期这些优渥的文化资源能够早
日造福新区百姓，繁荣新区发展。

济宁太白湖新区文化发展

促进会成立

十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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