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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11月3日，万华化学发布公告称，将投资
168亿元建设“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 乙烯
项目”。这是万华烟台工业园二期项目的一个
重头戏，全部建成投产后，烟台工业园年产值
将有望破千亿元大关。

乙烯项目是名符其实的“大块头”，总投
资高达168亿元，占地2400亩。它采用了国际最
先进的工艺，结合万华自主研发的环保法环氧
丙烷/苯乙烯共氧化技术等，实现了高端聚烯
烃产品的产业化，并打破了国际垄断。

航空用铝合金材料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
项目，也是国内铝企一直想触摸的“皇冠上的
明珠”。南山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高端铝合金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是加快推进我国航空用
铝合金型材关键技术突破和航空铝材完全自主
供应的关键之举。

“目前，南山铝业已与波音、空客、罗
罗、赛峰等国际著名航空企业，通用、宝马以
及世界最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建立合作关
系，向其批量化提供航空、汽车用铝材料，南
山铝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尖端的航空材料供应商
俱乐部成员和国内首家乘用车四门两盖铝板生
产商。”南山铝业董事长程仁策说。

记者了解到，南山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高
端铝合金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是2018年省重点
项目，计划2019年底建成。目前，该项目一期
铸钢车间已投入使用，二期热处理车间正在进
行基础施工。2019年项目达产后，预计产值将
达到90亿元。

通用CVT变速器项目是上汽通用汽车绿色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汽通用智能
化程度最高的示范工厂，总投资50 . 5亿元。一
期4 . 9万平方米，正在进行试生产，预计2019年
投产；二期5 . 8万平方米，厂房建设已完工，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2021年投产。项目全
部达产后，年可新增变速器产能90万台、产值
100亿元。

化工、铝业、汽车制造，看似传统产业，
实际上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万
华从最初为“解决老百姓穿鞋”的合成革厂，
到今天全球产能最大、最具综合竞争力的MDI
制造商，成功的根本就是技术创新。南山铝业
能够与波音、空客、罗罗这些公司著名航空企
业合作，靠得也是连续多年在技术研发上的不
断投入。

王雪超是高新区科技大道附近社区的居
民，每天开车途经烟台蓝色智谷科技园，他总
会透过车窗向外望一眼。作为山东半岛在建体
量最大的“互联网+”主题综合体，每隔几
天，“蓝色智谷”就有一些变化。“临街的楼
群，过几天玻璃幕墙就会出现老百姓都熟悉的
知名LOGO。”王雪超说。目前，阿里巴巴、
淘宝、黑马营、阿里小贷、网店管家、广智微
芯、软通、腾讯云等都已落户，“蓝色智谷”
正在形成科学完善、业态丰富、产业高端、充
满生机的“互联网+”产业“生态圈”。

无论投资额度还是建筑规模，“蓝色智
谷”都很大。这一“互联网+”综合体项目总
投资21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0万平方米，项目
由16栋单体建筑及配套商业用房构成，包括电
商企业办公区、传统企业转型电商办公区、办
公性配套服务区、生活性配套服务区四大板
块，细分11大功能分区。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快速聚集，构筑
起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优势。基地储备项目300
多个、总投资1000多亿元。国内著名研究驱动
型金融服务集团雏菊机构将收购海经大厦，引
进大型金融保险机构和产业基金，打造“东北
亚金融中心”。已签约的欧客飞机及通用航空
产业城项目，计划投资450亿元，建设通用航
空技术研发、制造、销售及运营中心，将成为
国内最大的通用航空领域综合性飞机研发生产
基地。

□ 本 报 记 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宁 俊

“太感谢供电公司了，自从帮扶我们村以
来，不仅贫困户得到了帮扶，村里的电力线
路、路灯等状况都得到了改善，让老百姓感受
到了便利！”11月25日，福山区门楼镇肖家村
村民肖坤激动地说。

为改善贫困村的电力状况，自开展扶贫工
作以来，国网烟台市福山区供电公司把精准扶
贫这项民心工程当作首要工作来抓，成立领导
小组各负其责，确保贫困村的帮扶工作落到实
处。充分利用农网改造项目，不折不扣抓好供电

服务，以实际行动当好扶贫路上的“先行官”。
针对项目推进要求，制订了扶贫建设方

案，将建档立卡的贫困村纳入农网改造规划
中，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多次深入供电台区进
行勘察，对电网现状现场摸底，对贫困村高、
低压配网做好规划设计，进一步解决用电难
题。共投资50 . 41万元，新建台区2个，新上变
压器2台，架设架空线路454米，今年9月如期
完成帮扶村的电网改造任务。线路改造后，进
一步解决线路线径细、供电半径长、“卡脖
子”等供电问题，为该村脱贫致富，发展农村
经济提升供电保障。

“供电公司改造了线路，电压稳了，线路
安全了，俺们用电更放心了！”“更换了新电
线，供电质量提高了！”在村里，不时能听到
村民对电力线路改造好处的评价和赞扬。

在帮扶工作中，国网烟台市福山区供电公
司认真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工作，公
司组织安排21名员工作为第一帮扶责任人，每
人帮扶1户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公司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定期深入该村进行校对、

调研、走访，摸清底数，核实核准，建档立
卡，动态管理。对21户贫困户建立了专门的帮
扶档案，制订了帮扶计划。

与此同时，该公司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相
关要求，扎实开展了“一对一”扶贫活动，在
帮扶期间，共开展走访3次，今年中秋节前，
对21户帮扶户均进行走访，并送去米、面、油
等物品进行慰问。同时，21名帮扶人员通过走
访慰问，详细了解并熟知贫困户的家庭状况，
切实解决贫困户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在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该公司精心种好
“党建责任田”，充分发挥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作用，相继开展服务春灌菜篮子工程、倾心
服务养殖业、彩虹清理反光膜等志愿服务行
动，为贫困村规范线路架设，消除电力设施隐
患，整改和消缺用电隐患400余处；麦收期
间，到帮扶村进行安全用电宣传、供电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等活动，散发麦收安全用电宣传单
2000余份，张贴标语10余处，利用广播喇叭、
微信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

□ 本 报 记 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柳 宁 孙福君

近年来，龙口市委、市政府强化富民
政策和农村干部担当作为工程，选调50多
名素质高、作风硬的机关党员干部任“第
一书记”。他们吃住在村里，帮助村庄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没想到这么好的水泥路直接通到了
山顶。”望着宽敞平坦的上山路，东江街
道麿山迟家村63岁的老人赵淑红有说不完
的话。虽是初冬，路边水库、凉亭、绿树
仍美不胜收。

麿山迟家村位于龙口市南部山区，是
龙口市的大村。这几年，村里引导群众种植
扁桃、富士苹果、柿子、杏子、长把梨等新品
种，但由于交通不畅、果品滞销，集体收入和
群众生活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个

堡垒。”2016年春，龙口市物价局干部张
春庆任该村包村第一书记。他上任后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帮助协调资金800多万元建设磨山迟家
新农村。如今，村里建设了一塔、一院、一路、
十景，着力打造赏山景、观百鸟、自然摄影、
山间骑行、特色餐饮、风情民宿于一体的现
代化文化旅游新农村。

11月3日下午，归城曹家村举办了首届
“中国梦、新时代”广场舞文化交流联谊
会。村委大院里，丰收的玉米堆了高高的
几大垛。村民姜丽华带领她的舞蹈队率先
登场，和姐妹们尽情起舞，“丰收之后干
什么？咱农民不就图个乐吗！”

归城曹家村原来是龙口市的后进村。
2015年龙口市统计局干部郭全文到该村任
第一书记，一上任，就遇到上罕见的大旱。他
和村两委干部研究用3台水泵从庙周大水库
抽水倒到本村小水库来，让老百姓浇灌果
树，抽水、倒水55天，老百姓的樱桃丰产丰收
卖了个好价钱。龙口市统计局还协调相关单

位、包村企业、村委等多方资金打井修缮农
田设施，共打井6眼、村委清淤水库2个、
整修方塘1个、安装变压器1台，确保了全
村旱年不减产，农民不减收。

位于龙口南部山区的圈杨村共376户989
人，土地1138亩，群众收入低微，2016年村
集体零收入。2016年春，龙口市林业局干
部慕涛任该村第一书记。他上任第一件
事，就是解决群众行路难。为了修路，他
动员群众拆除大小车库200多个，使长2100
米、宽6米的村路彻底贯通，铺设路面1 . 7
万平方米，结束了村里开不进轿车的历
史。村里又改造旱厕376个，同时新上自来
水一处，解决了群众吃水难问题。

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杨福东更是事事走在前头。村里修
路，杨福东率先捐出5000元；村里小水库清
淤，他又垫付资金雇来挖掘机、铲车、翻斗
车，搬运土方7000方，储水增加至13000方，彻
底解决了困绕山上果树浇水难题，使山上的
上千亩果园变成了果农增收的“花果山”。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侯召溪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从这些案例中，我发现很
多违纪违法人员在滑向深渊的最初仅是在纪律
底线上打了个‘擦边球’，不谨慎、不自重进
而走向腐化，让我感到惋惜，更感到了后
怕。”11月23日，参加完单位的警示教育活
动，烟台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党员徐超深受
触动。

当前，一场题为“以案促改坚守底线”的
集中警示教育活动正在烟台全市2 . 1万个党支
部56 . 9万名党员和公职人员中全面展开，各级
组织专题学习，召开警示大会，层层廉政谈
话，让党员干部从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推动

主体责任落实。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
烟台在开展“以案促改”专项行动中，选

取了全市近年来查处的23起严重违纪违法典型
案件进行深入剖析，编印成《违纪违法典型案
件警示录》，发放至全市每个党支部。

本地本系统反面典型案件，更贴近教育对
象的思想实际。活动中，各部门单位对党的十
八大以来本部门单位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及其
查办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汇总，以通报的形式在
部门内部公开。截至目前，烟台市纪委派驻机
构监督的82个部门单位中，梳理汇总的已有78
个，将相关情况在内部通报的49个。烟台市环
保局对照典型案例，查找出在环评审批、建设
项目评估、清洁生产和财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

的廉政风险，有针对性地制订完善了《烟台市
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监管办法》
等十余项制度。烟台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已结
合实际查找突出问题139个，廉政风险194个，
制度漏洞75个，拟定整改措施242条。

目前，烟台市直部门单位已召开警示教育
大会的68个，已经或正在开展廉政谈话的59
个，已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的23
个，集中警示教育宣讲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县（市、区）层面，芝罘、蓬莱、莱州等6
个县（市、区）召开了警示教育大会，已开展
宣讲119场9765人次，99个镇街、部门开展廉政
谈话517次，活动成效初步显现。

□通讯员 郭尖锐 报道
本报莱州讯 近年来，莱州市文昌路街道重

视高科技人才引进，努力借助高层次科技人才队
伍，为创新型莱州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取得了明显
成效。党工委书记杜均武、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邱俊杰经过多方努力，请来了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结构陶瓷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
士生导师董绍明，11月13日到莱州市隆通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指导；山东富瀚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研究员张涛，11月20日到山东蓝色海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工作。下一步，文昌路街道将
继续大力营造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的良好环境，
不断加强高层次、高科技人才引进工作。

□通讯员 孙雪峰 陈正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福山区纪委监委

机关向福山区政府办、区国土局了解土地出让有
关规定、程序、流程，排查工作中存在的廉政风
险点，在此基础上制定《福山区国有土地出让和
开发建设廉政预警约谈制度》。

他们针对实际，借鉴典型案例强化预警监
督，对高新区福山园有关一宗国有土地交易前进
行了廉政预警约谈。出台该制度对国有土地出让
中涉及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开展事前约谈，是为
进一步卡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从源头预
防和杜绝国有土地出让和开发建设中存在的违规
违纪问题。“廉政预警约谈，是对土地招拍挂和
开发建设有关单位领导干部的提醒，也是保护干
部，防止干部在土地招拍挂和开发建设中违规违
纪的重要举措。”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刘丰信说。

□通讯员 罗湘 报道
本报海阳讯 海阳市留格庄镇蒲莱河村是烟

台扶贫工作重点村。今年以来，蒲莱河村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补齐基础、政策扶弱、产业兴村，
努力摘掉贫困村帽子，村容村貌有了质的变化。

该村充分利用全市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力
条件，积极争取市、县提档升级专项资金，全面
实施硬化、美化、亮化、绿化、净化工程，整个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蒲莱河村自然条件适合发展大棚果蔬种植，
但现有的大棚种植不成规模，组织、技术、设施上
均存在制约瓶颈。为破除组织瓶颈，蒲莱河村委积
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为破除技术瓶颈，组织村两
委、种植户走出去实地观摩学习现代农业种植技
术，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实地指导、提高农户种植水
平；为破除设施瓶颈，对接帮扶单位援建农田水利
灌溉工程项目，改善农田灌溉面积900余亩。通过
不懈努力，真正实现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一个个高质量项目展现发展后劲

烟台：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落地有声”
◆11月26日至29日，省委、省政府举行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落地第一次现场观摩

会。在烟台，与会人员观摩了通用CVT变

速器项目、万华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 乙

烯项目、南山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高端铝合

金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蓝色智谷、台海集

团装备模块化制造、山东海阳核电3、4号机

组项目。一个个高质量项目，让人看到了烟

台市的发展后劲，感受到烟台市在落实新旧

动能转换项目上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

劲。

开展“一对一”帮扶，国网烟台市福山区供电公司———

当好扶贫路上的“先行官”

“全域化”集中警示教育 “零距离”案例教学

烟台2 . 1万党支部同上“警示课”

福山区国有土地出让

必过“廉政预警约谈关”

海阳贫困村

实现自主“造血”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 龙口市“第一书记”记事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

高科技人才助力发展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建 报道
本报招远讯 近年来，招远市委坚持以全域

城市化为引领，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优化升
级，加大引育力度，强化平台支撑，优化发展环境，
激发人才活力，厚植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

招远市深入开展“人才环境建设提升年”活
动，建立由市级领导、部门领导联系服务高层次
人才的结对包帮机制。通过实施“金都聚才工
程”这一主线，多点突破，打造集政治吸纳、资
金支持、学术研究、生活保障于一体的“政策
包”，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构建更加积
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体系。

通过开展“重点企业大走访”等活动，招远市
紧盯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急需人才。同时，充分利
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金字招牌”，探索
建立人才创新创业中心。打造集引进、孵化、教育、
培训、认证为一体的人才工作“全产业链”，全市目
前共有烟台市级以上各类人才平台载体49家。

招远铸就

人才招引“强磁场”
烟台蓝色智

谷科技园正在形成
科学完善、业态丰
富、产业高端、充
满生机的“互联网
+ ” 产 业 “ 生 态
圈”。

（烟台高新区提
供）

□通讯员 王桂芹 张峻 报道
本报栖霞讯 日前，栖霞供电公司“向日葵”

关爱服务站成功创建并接受烟台市总工会检查指
导。“向日葵”关爱服务站开设心理咨询室、爱心妈
妈小屋、职工活动室等，为员工提供多项服务。

今年以来，该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建“有温
度”的企业，高度重视员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积极推进“向日葵”关爱服务站建设，提高
全员健康水平，营造积极向上、和谐稳定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该公司成立职工心理咨询室，把关
注员工心理健康作为服务职工群众的切入点，为
广大员工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让广大员
工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心理素质和自我管理
情绪的能力。公司“爱心妈妈小屋”顺利通过验
收并挂牌投入使用，开设“向日葵”关爱行动首
场讲座，聘请栖霞市心理康复医院副院长、高级
心理咨询师王宝磊开展“扬帆新征程传承好家
风”女职工心理健康讲座和“中高考考生家庭心
理辅导”讲座，通过一系列贴心举措，关爱职工
心理健康，助力员工全面成长。

“向日葵”关爱服务站

助力员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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