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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刁琳波 李欣

8月28日，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泰兴物业公
司以报价得分、技术得分、商务得分三个第一
的绝对优势，在6家竞标单位中力拔头筹，成
功中标泰安海关物业管理服务项目。自今年5
月份以来，该物业公司新拓展合作项目31个，
计划新增岗位500多个，每年预计增收1000多万
元。

自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将职工家属区供水、
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简称“三供一业”）
的职能，分离移交给社会公共服务行业后，今
年泰兴物业公司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实施“走
出去”战略，走出矿区走进城市，探索出了一
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过去物业公司的服务产品、服务对象较
为单一，‘三供一业’分离后，公司要想提高

生存发展和创收创效能力，必须要向专业化、
区域化、社会化迈进，加快实现转型发展。”
泰兴物业公司负责人王伟说。

2019年6月，新矿集团公司将泰安天乐城有
限责任公司划归泰兴物业统一管理，两家单位
产业结构相似、区域优势互补，进一步完善了
生活服务产业链。

依托新矿集团社会品牌效应和区域战略产
业布局，组建后的泰兴物业公司按照市场化运
作、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多领域发展的
规划布局，先后出台了《鼓励外出创业的实施
意见》《员工外出创业轮岗培训的通知》等5
个文件，为1500多名在岗职工提供了涵盖技能
培训、职务晋升、家庭帮扶“一条龙”服务。
并完善薪酬分配机制，收入向外出创业者倾
斜，充分调动起干部职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干
劲。

付东在今年5月之前还是泰兴物业公司新

水物业区的副区长，如今却在内蒙古能源公司
成了身兼多职的“服务员”。

平时，他除了干好本职管理工作外，每天还
要抽出时间，顶着太阳，手握割草机平整园区。

“我们只有把环境搞好了，职工们才能以最
佳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付东说，在泰兴物业公
司，和他这样外出创业管理人员还有30多人。

今年5月以来，泰兴物业公司已有200余名
职工外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占到了山东新
汶老区涉及“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单位职工总
数的多半以上。

干部职工在新疆、内蒙、济南、菏泽等地
服务场景的不断拓展，也推动了该公司物业业
态与模式的不断创新，以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高
品质、多样化的需求。

新矿泰兴物业公司拥有国家物业管理一级
资质，他们北到新疆内蒙，南到浙江、广东，
深入调研物业市场，大力开拓业务范围，谋求

长远发展。
该公司紧密结合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设

置了市场开发、后勤保障、商贸物流、文旅疗
休养、文化传媒5个专业化项目部，成立了新
疆、内蒙、西安、菏泽、济南、泰安6家区域
中心。

他们细分市场，以创新挖潜能，业务范围
已由单纯的后勤物业、社区保洁、零星维修，
发展成为酒店管理、会议服务、餐饮托管、物
业管理、旅游疗休养、商贸物流、文化传媒、
生态农业八大板块，满足了市场多样化需求，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过深度的市场开发，泰兴物业公司目前
已与鲁商银座、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等
多家知名企业，就家政服务、酒店托管、保险
代理、生态农业、智慧社区等多个方面达成合
作意向，为该公司深化转型发展、推动市场化
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矿区物业也能做好城市服务，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从服务矿区到服务城市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 雷

9月17日上午，泰安市组织开展主题为“打
造泰山（泰安）品牌 建设质量强市”的2019年
全市“质量月”现场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今年9月是全国第42个“质量月”。其
间，泰安紧紧围绕“质量提升”“质量开放”
“质量服务”“质量宣传”等内容，组织开展
“质量开放日”“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
行动”“优化计量提质增效”等活动，组织全
市“双50强”企业进行质量提升培训，重点开
展卓越绩效、品牌运营管理、标准化战略、知
识产权等方面的培训，促进企业质量提升和品
牌建设，营造质量提升浓厚氛围。

近年来，泰安市市场监管局大力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积极培植“双50强”企业，深入实
施“四大战略”，建立完善综合协调推进机
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
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大质量工作格局，有力推
动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施质量强市战略，聚焦聚力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在制
造业、服务业、农产品、对外贸易等八大领域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泰山（泰安）品牌建
设，打造泰安高端化品牌。

当地“泰山茶”获得中国地理标志商标，
5家企业列入2019年度山东省制造业高端品牌培
育企业；20家企业列入工信部品牌培育试点。
2018年全市35个产品和服务项目获得山东名
牌。2017-2018年度，全市品牌建设和科技创新
市级奖励资金1760万元，对132家单位进行资助

奖励。
实施标准化战略，夯实质量品牌基础。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旧动能转换和公共服务
保障“三大工程”为主要任务，全面推进标准
化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全市共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94项、
行业标准109项、山东省地方标准194项，团体标
准33项；建设完成24个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
24个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再制造机械产品和
土工材料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落户泰安。

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以创新促质量提
升。加大执法打假力度，建立执法部门与行业
协会、企业联动机制，严厉打击假冒品牌产品
的违法侵权行为，为品牌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社
会条件。

截至目前，全市培育中国驰名商标53件，

中国地理标志商标49件，65家企业获得《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体系认证企业，
3个项目分获第十届“山东省少年儿童发明
奖”一、二等奖。今年，全市134个项目列入
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并推荐3个专利项目申
报中国专利奖，领军企业50强列入省计划50余
项，4家企业列入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深化“双升四上”战略，助力小微企业质
量提升。当地积极引导支持340家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为小微企业，新发展“四上”企业88
户，为3家私营企业办理了股权并购登记，推
动1家小微企业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
实现新增高端制造业小微企业27户、绿色环保
业小微企业16户，7家企业以88项有效专利权质
押融资1 . 1亿元，办理商标质押融资5件，融资
额3 . 4亿元。

培育53件中国驰名商标、49件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泰安———

打造高端泰山品牌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 柯

中秋小长假落下帷幕，与往年不同，今
年，泰安文旅融合让节味更浓，让假期更精
彩，引领了城市文明新风尚。

节日期间，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和服务等旅游要
素，全面提升旅游接待服务品质，并推出了一
系列富有中秋文化底蕴和泰安地域特色的活
动，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览体验。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营造节日文
化氛围，市美术馆开展了“泰山月更圆”书画

拥军慰问活动及“泰岱·艺苑新锐——— 泰安市
美术馆2019年第六期青年艺术家推介展”活
动。市图书馆针对市民和游客组织开展了“月
到中秋分外明”2019年中秋节故事图片展、中
秋节少儿国学教育体验、传拓传艺体验等系列
活动。市文化馆举办了“画好月圆”庆中秋———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
示当代中国艺术魅力，吸引社区居民参加。

各县（市、区）乡村旅游点及周边景区在
假日期间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娱乐性强、参与性
强、互动性强、特色鲜明的旅游活动，充分满
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泰山景区在岱庙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庆中秋文艺演出、“美味月饼你来拿”扫
码有礼、“翰墨同心 相约泰山”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书法展。泰山区花样年华景区开展
了阖家团圆畅游花样年华景区活动，对60岁以
上老人，1 . 4米以下儿童免费。泰山方特欢乐
世界于每天下午4点到10点开展夜游方特专场
活动。

岱岳区天颐湖景区祭花大典、花车巡游、
清廷古装秀、天颐三品轮番上演，推出大熊猫
“武俊”周岁生日欢乐来袭、玫瑰花饼免费品
尝、穿古装免费游花海活动。泰山温泉城举办
“月是徂徕明”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可免费品
尝红酒、月饼、水果等。太阳部落景区推出了

60元门票优惠活动。宁阳复圣文化旅游区开展
了民族器乐、相声曲艺表演、旗袍秀展演等一
系列群众文艺活动。

第三届泰安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面向市
民、游客发放了总价值达30万元的省级活动定
向消费券，活动现场还有泰山皮影戏、四川脸
谱以及特色歌舞、泰安特色文创产品等，为群
众提供夜间消费的好去处。2019泰安全域旅游
网络抢票活动为海内外游客送出全市15家A级
景区7万余张价值700多万元的免费门票。

据统计，从2019年9月13日0时至15日16时，
泰安被纳入监测的18个景区和乡村旅游点共接
待游客39 . 12万人次，实现收入2307 . 17万元。

推进文旅融合 活动精彩纷呈

这个中秋更有“文化味”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葛宗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6日，记者从泰安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获悉，101个市重点建设项目总投
资1177 . 4亿元，2019计划投资321 . 6亿元，1-8月份
完成投资215 . 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7%。

1-8月份重点建设项目

完成投资215 . 5亿元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向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8日，来自21个国家的60余

名外国专家相聚泰山脚下，出席高层次外国专家
齐鲁行 (泰安专场）暨第四届“外国专家泰安
行”活动，与泰安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科技合
作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泰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招才引智工作，
2016年以来，成功举办了三届“外国专家泰安
行”活动，共邀请到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白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名外国专家，来泰安进行洽谈对接，先后有
20多个国家的61名专家，与泰安企业签订合作项
目74项。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来泰安创新创
业、共谋发展，为泰安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
贡献。

本届“外国专家泰安行”活动邀请到60名外
国专家来到泰安，与全市近200家企业单位进行
现场对接洽谈，搭建了一个国际化、专业化的高
端人才与技术交流平台。

“外国专家泰安行”

活动举办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曹森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切实保障一级至四级工伤职

工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根据省人社
厅、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调整一级至四级工伤
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
恤金标准的通知》（鲁人社发〔2019〕28号）文
件规定，泰安市于近期对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
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
标准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符合条件的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的伤
残津贴每人每月分别按190元、180元、170元、
160元的标准增加；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后，配
偶每月增加65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加48
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
础上再增加18元；生活护理费以全市2018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5125 . 7元）为基数，按照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
不能自理，分别以全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50%、40%、30%发放生活护理费。这是泰安市
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求，自2005年开始
连续第15年提高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三项工伤保险定期待
遇标准。

泰安调整提高

工伤职工定期待遇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路凯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6日，记者从泰安市消防

支队获悉，今年3月，泰安市消防支队泰山消防
便民服务站正式投入使用，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到目前累计服务游客达500
余人次。

消防便民服务站投入使用后，把流动变成了
固定，手机充电站、便民服务手册、饮水机的配
备，进一步方便了登山游客，当游客疲倦的登临
泰山，为他们送上一杯暖暖的热水，指引正确的
游览路线，进行简单的医疗帮助，为远道而来的
游客尽一份绵薄之力，让每一位登山的游客体会
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泰山中队指战员也发
现了存在的问题和急需改进的地方，在大雨、浓
雾等恶劣天气，在节假日早晚高峰等时间段，许
多行走匆忙的游客未能及时注意到服务站的存
在，针对这一问题，消防指战员将便民服务“流
动”和“固定”相结合，在节假日及恶劣天气主
动走出去为游客服务，引导游客到便民服务站进
行休息，进一步将服务游客的方式多样化，不断
提升消防便民服务站的服务理念。

泰山消防便民站

服务游客500余人次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在“双招双

引”过程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精品
旅游等十强产业，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速优质项目
落地建设，培育发展新动能。在2019中国泰安投资合
作洽谈会上，旅游经济开发区共签约项目3个，项目总
投资额33 . 5亿元。本次签约的3个项目均为新旧动能转
换“十强产业”项目。

演艺秀都项目属于精品旅游产业，由陕西旅游文
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位于天平湖的“西部慢
谷”区域，总投资25亿元，占地面积约为390亩，业态
分布主要包括主题演艺、魔幻秀场、电影世界、虚拟
空间等。该项目作为大型文化旅游场所，将为泰安城
市未来的商业开启新篇章，给泰安人和来泰游客带来
全新体验。

众创泰安产业基地项目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由上海众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1 . 5亿元，以金
融信息科技服务外包业务为核心，建设呼叫中心服务
平台，面向全国金融及非金融行业客户，开展金融业
务全流程外包科技信息服务、大数据、市场营销等领
域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业务。经过三到五年的发展，成
为华东地区行业示范试点基地。

望岳广场项目为大型城市综合体，总投资7亿元，
由南京融汇集团投资，统一规划、招商和运营。该项
目主打商务品质，聚焦家庭生活，关注儿童体验，全
力打造集品牌酒店，精品零售、美食娱乐、儿童主
题、商务金融于一体的品质购物中心，提供泰安西城
休闲娱乐的新模式，满足周边人群对高品质生活的新
追求。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

33 . 5亿元项目集中签约

□记者 刘培俊 报道
作为打通泰山与岱庙之间视线通廊的重要项目，岱庙文化广场自开工建设以来，就深受泰安人民的关注。其中，岱庙北北景观

步行道以崭新的面貌面世，深受市民及游客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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