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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杨世超 刘 通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轰隆隆！7月10日上午10点16分，伴随着

一声巨响，潍坊高新区潍坊华潍热电有限公司
旧厂内，一座挺立了15年的150米高的巨型烟
囱轰然倒地。告别过去，对自己说“不”，宣
告高新区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发起对传统
发展思路的自我革命进入全新历史阶段。

华潍热电厂区拆迁项目是潍坊高新区按照
潍坊市委、市政府腾笼换鸟要求，加快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的一项重大拆迁工程。作为潍柴新
能源动力产业园项目核心区块之一，项目占地
213亩，厂区内原有冷却塔、大烟囱等大型建
筑，也有脱硫塔、三炉两机等危险系数高的大
型设备，拆迁难度可想而知。

朝着脱胎换骨的目标向前迈进，把“绊脚
石”踢开、把“拦路虎”赶走、把“障碍
物”清除。潍坊高新区成立拆迁指挥部，按
照安全、环保、文明、有序拆迁的总基调，
克服困难，倒排工期，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
工，目前已基本拆除完毕，待垃圾清运完毕
后，移交潍柴，为潍柴新能源未来创新中心
建设腾出空间。未来，这里将构建集高端产
品研发、展示、虚拟测试、协同创新于一
体，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顶级新能源未来创新

中心。
腾不好就转不好，转不好就发展不好。在

决定高新区产业发展迈向高端的重大问题面
前，高新区实施“拆”“腾”并举，以提高

发展质效为核心，将优质资源留给高质量项
目，集聚起发展新动能。为支持潍柴集团建
设新能源动力产业园项目，对永春路以西、
北宫东街以南、东风东街以北、惠贤路以东
区域内的9家企业实施退转搬迁，共腾退土地
1460亩。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企业一吹哨，
“专班”就报到。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潍坊高新区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既要
引进来、留下来，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对辖
区内的企业发展需求，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
责任状，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加
快实施“互联网+政务”，潍坊高新区在全省
率先实现“一次办好”全覆盖、“一链式”办
理模式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发。

抛弃抱残守缺的观念，牢固树立只有创新
才能发展、持续创新才能大发展、变革创新才
能跨越发展的进取意识，潍坊高新区全面提升
营商环境，释放出强大的“政”能量。从积极
争取建设项目，到吸引企业进驻，该区各有关
部门上下协同、形成合力，将政策、资金、企
业、人才等要素加快向主导产业、成长型企业
集聚，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潍
柴新能源动力产业园、歌尔智能硬件产业园、
AI物联网产业园、盛瑞传动8AT配套产业
园……一个个创新活力项目正在高新区渐次铺
开。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市邮政局获

悉，今年1至5月份，潍坊市邮政行业业务总量累计
完成23 . 33亿元，同比增长36 . 55%。

1至5月份，潍坊市邮政服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4 . 5 9亿元，全市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累计完成
4823 . 71万件，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858 . 84万元。1至5月份，潍坊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量累计完成9052 . 2万件，同比增长29 . 90%，其中，
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9 6 3 . 7 9万件，同比增长
29 . 61%；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063 . 29万件，同比增
长30 . 07%；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25 . 12万
件，同比减少4 . 11%。潍坊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
入累计完成10 . 13亿元，同比增长28 . 34%。其中，同
城业务收入累计完成0 . 60亿元，同比增长38 . 54%；
异地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7 . 4 7亿元，同比增长
30 . 68%；国际及港澳台业务收入累计完成0 . 49亿
元，同比增长13 . 63%。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6日，由潍坊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2019潍坊“足球月”启动仪式在鲁能足校举行。
为实现建立“足球名市”目标，打造潍坊“足球”
名片，营造足球运动发展的浓厚氛围，潍坊市人民
政府决定，将每年7月定为潍坊“足球月”。

今年潍坊“足球月”的主题是“火红七月、足
球潍坊”，由4大板块26项100余场赛事（活动）组
成。其间，将举办第十三届“鲁能·潍坊杯”国际
青年足球邀请赛、第四届中国足协潍坊国际青年
女子足球锦标赛和中国青超联赛U13—U19年龄组
比赛；潍坊市足球超级甲级联赛、潍坊市中年组
八人制足球联赛、潍坊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幼
儿足球超级冠军赛等，通过组织不同人群的系列
赛事活动，充分满足广大足球爱好者的竞技体
验。

同时，2019潍坊“足球月”还将组织鲁能国内
足球夏令营、潍坊市青少年足球节、“奎文少年天
天向上”公益足球夏令营等活动，将专业的足球训
练指导与趣味性足球游戏相结合，培养青少年足球
兴趣、了解足球文化，在足球运动中快乐成长；广
泛组织公益培训讲座，在“足球月”期间，开展两
期山东省足协“E级+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为
潍坊市校园足球的发展培养更多教练人才，打好学
校专业人才基础；开展“百名足球教练进校园暨万
名足球小将公益启蒙培训”活动，实现足球运动的
逐步普及，这项活动将贯穿全年，在“足球月”期
间集中组织培训。

告别过去，对自己说“不”
——— 潍坊高新区向传统发展思路发起自我革命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孙欢欢

“我在位于昌乐县的中国宝石城为大家直
播，这些特别漂亮的首饰都是产自昌乐，有喜
欢的朋友抓紧下单了。”7月8日9:30许，昌乐
县的中国宝石城内，淘宝直播APP上的网红主
播“菠萝的肯豆”正在做直播。在短短两个小
时内，拥有55 . 6万名粉丝的“菠萝的肯豆”就
销售出了近3万元的首饰。

记者在中国宝石城内看到，有100多位中
国宝石城的业主参与到淘宝直播中来，尝试用
手机直播的方式销售产品。当天，经淘宝直播
团队实地考察认定，昌乐淘宝直播基地签约挂
牌，成为淘宝直播长江以北第一个产业带直播
基地，标志着我省正式迈入电商直播时代，同
时也将推动昌乐黄金珠宝产业全面转型。当天

的昌乐淘宝直播基地还设立了10个公益直播
间，其当天所有利润全部捐给昌乐15个贫困
村，助力脱贫。

据阿里巴巴淘宝直播UGC机构负责人新
川介绍，区别于传统的图文、视频的方式，直
播采取的是视频加互动的模式，从而打造声量
到销量的最短路径，“淘宝直播是阿里巴巴推
出的消费生活类直播平台，是新零售时代体量
大、消费量与日俱增的新型购物场景。去年，
淘宝直播有81个直播间成交破亿元。为此，我
们还在昌乐设立了昌乐宝石城直播孵化基地，
将为直播创业者提供免费的专业培训和免费直
播间等扶持，助力昌乐淘宝直播基地长久发
展。”

记者了解到，依托丰富的蓝宝石资源，昌
乐县建有国内唯一冠“中国”字号的国家大型
珠宝玉石首饰专业批发市场——— 中国宝石城，

市场内现有珠宝首饰加工经营业户1000多家，
从业人员1万多人，拥有梦金园、蓝天等中国
驰名商标，拥有山东省著名商标十余件，汇集
了蓝宝石、黄金、钻石、白银、玉器、各类彩
宝等上百种珠宝产品，年加工宝石1000多万克
拉、黄金100多吨，加工交易额突破300亿元。

“淘宝直播基地落户昌乐，对于珠宝产业
深度融入‘互联网+’，扩大昌乐蓝宝石和中
国宝石城的知名度、提升昌乐珠宝产业发展水
平，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昌乐县委、县政府将
不遗余力优化服务，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最
大力度地支持新业态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再出发。”昌乐县副县长赵春玉说。

在中国宝石城业主、博润珠宝负责人程素
梅看来，直播为珠宝产业从业者开辟了新的销
售和宣传模式，“我们工厂一直有着良好的声

誉，平时颇受顾客欢迎。以前多以线下销售为
主，也尝试过网店等网络销售途径。如今，直
播间里以年轻人居多，个性化定制会越来越
多。今天成立的昌乐宝石城直播孵化基地，能
让我们学到直播销售的相关知识。今后，我们
会根据网络客户的需求进行设计，保证产品的
质量。”

在潍坊市商务局副调研员袁国明看来，近
年来，潍坊电子商务事业正步入一个务实发展
的轨道，并逐步渗透到全市商务经济发展的各
个层面，电子商务与潍坊市企业传统产业的深
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态，
而且已经成为潍坊市企业促进资源整合和开拓
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手段。淘宝直播基地落户昌
乐，对昌乐珠宝行业的影响和意义大，为昌乐珠
宝实体企业电商化改造开辟了新的道路，将加
快推动昌乐黄金珠宝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江北第一个产业带淘宝直播基地签约，100多位业主参与

昌乐宝石迈入电商直播时代

前5个月邮政业务总量

同比增长36 . 55%

2019潍坊“足球月”

启动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今年以来，临朐县辛寨镇纪委强

化监督检查，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大力加强作风建
设，督促广大党员干部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临朐县辛寨镇突出监督重点，围绕遵守工作纪
律情况、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情况、遵守群众纪律情
况等进行监督检查。该镇重点查处干部上班、中午
禁酒、工作纪律等执行情况；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大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落实情
况，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严肃查处不担当、不
作为等问题；重点查处“话难听、脸难看、事难
办”和服务质量不高、作风疲沓、办事拖拉等问
题。

同时，该镇纪委、党政办等组成督查组，采取
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明察暗访等形式，加大督
查频次和力度，建立明察暗访常态化工作机制，每
月督查不少于2次，已围绕干部作风、社区值班、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改厕等开展监督检查十余
次。

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这个镇科学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从严处
理。今年以来，已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改厕
等重点工作推进不力的32名干部落实批评教育等处
理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作落实。

辛寨镇强化监督检查

推动工作落实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强降雨赶跑了潍坊连日来

的闷热天气，有效缓解旱情，同时也增加了
部分水库的蓄水量。

根据潍坊市水文局提供的雨情显示，7
月6日6时至7日6时潍坊市平均降雨量33 . 4毫
米，折合水量5 . 30亿立方米。其中，临朐降
雨量最大，79 . 8毫米，高密降雨量最小，
10 . 0毫米；最大点降雨量临朐县沂山水库
122 . 0毫米。

记者从潍坊市水文局了解到，潍坊市27
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略有增加。截至7日上
午8时，黑虎山水库增加蓄水量7万立方米，
库容量达到1242万立方米；牟山水库增加蓄
水量52万立方米，库容量达到5927万立方
米；高崖水库增加蓄水量40万立方米，库容

量达到6434万立方米；冶源水库增加蓄水量
139万立方米，库容量达到6753万立方米；墙
夼水库增加蓄水量84万立方米，库容量达到
8241万立方米。

7月8日8时，潍坊市27座大中型水库总蓄
水量8 . 8979亿立方米（大型水库7 . 3227亿立方
米，中型水库1 . 5752亿立方米），总出库流量10 . 6
立方米/秒，较去年同期蓄水多蓄2 . 7194亿立
方米，较常年同期蓄水多蓄4 . 6064亿立方米。

潍坊市农技站站长郑以宏介绍，此次降
水，西部地区雨量较大，有效缓解了旱情，
但东部地区雨量小，只是暂时缓解了旱情，
“诸城、高密这些东部地区，降水量比较
小，农田旱情依然没有解除。如果后续降水
较少，旱情依然严峻。”

7月7日上午，青州市邵庄镇刁庄村村民

赵伟明正在补种玉米，他说，现在补种将导
致玉米晚收，今年的冬小麦可能就种不上
了，只能等来年春天种春玉米或花生。

郑以宏建议，很多地区前段时间因干旱
导致玉米没及时播种，农民这次应抓住时机
补种，也是豆类农作物的补种好时机。“实际
上现在种植玉米已经偏晚，有的可能不能正
常成熟，农民可以用来当饲料，补种的玉米
成熟期偏晚将影响小麦的种植。”郑以宏说，
农民也可以选择补种豆类，减轻农业损失。

“到秋收还有三个多月，庄稼还是需要
大量的水，今年的农作物收成还要看后期雨
季降水量，农业生产还需要继续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采取措施保证生产。”郑以宏建
议，接下来农业生产还要特别注意加强病虫
害防治，尤其是贪夜蛾虫害。

强降雨缓解旱情 农民忙补种
补种玉米成熟期偏晚可能影响小麦种植，专家建议补种豆类

□记 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张 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综合保税区内的沃
特福德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重1621千克、货
值6 . 2万元的婴幼儿营养饼干顺利放行出区。这
是潍坊海关乃至济南关区实施“抽样后即放行”
新监管方式的首批货物，相比以往进口食品的通
关时间缩短了70%以上。

潍坊海关特殊区域监管科副科长赵国方介绍
说，“抽样后即放行”是指综合保税区内进口
的食品，需要进行实验室检测的，可以在满足
条件基础上抽样后放行。下一步，潍坊海关还
将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21条任务举措及上
级部门的部署，立足海关监管职责，做好政策
宣讲和企业需求调研，确保各项便利措施落到
实处。

首批“抽样后即放行”

新监管方式货物放行

潍坊华潍热电有限公司旧厂内，一座挺立了15年的150米高巨型烟囱轰然倒地。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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