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卢昱

有这么一群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军嫂；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奉
献。7月30日下午，在山东省第十二届
“十佳好军嫂”颁奖会上，她们中的10位
杰出代表受到表彰。

她们有的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
力，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济宁市汶上县
文化馆馆员曾莉莉，独自抚育患有重度孤
独症的长子和年幼的次子，默默支持丈夫
在部队的工作；日照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
师安超，尽心尽力支持丈夫工作，无怨无
悔承担家庭重担。

她们有的兢兢业业，在家庭和事业的
平衡中，全力支持丈夫。济南市公安局刑
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文检室警务技术一级主
管唐娟，2018年入选第九批全国刑事技术
青年人才；同时支持丈夫专注科研，丈夫
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淄博市淄
川区文化和旅游局旅游科副科长徐晓倩，
爱岗敬业，在她的支持下，丈夫在部队成
长为战区空军技术骨干；海军航空大学航
空基础学院计算机教研室副教授方霞，不
懈奋斗在军队院校教学一线岗位，大力支
持丈夫安心服役，出色履职。

她们道一句“放心出征，家里有
我”，让身在军营的丈夫更安心地投身国
防事业。临沂市中医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
胡晓乐婚后和丈夫一直分居两地，她用柔

软的坚强支撑起整个家；青岛理工大学发
展规划处副处长、高教研究室主任王炜，
独自挑起家中重担，全力支持丈夫服役。

她们有的一边支持丈夫在军营建功，
一边坚守疫情防控一线，深情展示了舍小
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青岛市市立医院

东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一科主管护师鞠瑶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动请缨，奔赴
武汉抗疫；潍坊市潍城区南关街道人民商
城社区党委书记季晓洁，在疫情期间全身
心扑在社区，丈夫在军队荣获空军飞行人
员“金飞镖”等荣誉。

她们有的先送丈夫到部队，又送儿子
进军营，书写了辈辈从军、代代报国的佳
话。省实验小学（幼儿园）一级教师李倩
的丈夫、儿子均为空军现役军官，一家三
口聚少离多，她始终尽好军属的职责，支
持丈夫和儿子在强军路上轻装远行。

“放心出征，家里有我”
——— 山东省第十二届“十佳好军嫂”颁奖会侧记

共建联合创新研究院，建设“三平台、一基金”

鲁日科技合作开辟新前景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段婷婷

科技创新合作新高地是山东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的重要一环。山东与日本
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经济互补性强，
科技合作潜力巨大。7月30日，对话山
东——— 山东·日本科技创新对话会召
开，山东与日本的机构、企业就科技方
面的合作潜力、合作前景进行深入交
流，并签署共建中日（济南）联合创新
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山东与日
本科技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山东与日本产业发展各具特色，
互补性很强，合作空间广阔。”山东产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孙殿义表示。“对于
中国和日本来说，科学技术交流是不可
缺少的。”日本科技振兴机构首席研究
员、原理事长冲村宪树表示，机构也一
直在推进日中科学技术交流事业。

对话会上，山东、日本双方的机构、
企业介绍了潜在合作方向，并表达了强

烈的合作意愿。“未来我们将重点发展六
大产业集群，在医美抗衰等各个方面希
望与日方进一步合作，把日本高端产品
快速引进中国。”齐鲁国际生命科学城发
展中心主任沙君明详细介绍了齐鲁国际
生命科学城的基本情况以及潜在合作领
域，“日本在干细胞领域技术先进，我们
正在建设明湖国际细胞医学产业园，希
望在这个领域能进行一系列合作。”

这些项目也引发了日本企业极大的
兴趣。“我们的灼烧消融系统很快会在
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希望能够与济南合
作，为患者提供服务。”东丽株式会社
理事兼东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高志文介绍了企业在绿色
创新、生命科学方面的优势。他表示，
通过对话，加深了对政策的理解，也加
深了与企业、行业的交流对话，为企业
发展拓宽了空间。

近年来，在山东，推动与日本科技交
流合作方面，企业主体作用渐显。比如，

海尔集团于2015年在日本琦玉县熊谷市
成立亚洲研发中心；海信、即发集团、威
海博宇等公司都与日本企业联合进行技
术合作。除此以外，高校、科研机构也成
为活跃力量，其中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
和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生命环境科学研究
所、中国海洋大学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等
多项合作，被列入中日两国政府间项目。

科技合作平台成为山东与日本科技
合作的重要载体，通过共建科技合作平
台，拓展合作渠道，硕果累累。记者从
山东省科技厅获悉，自2009年以来，山
东省共批准建设了中日胶类产品国际科
技合作研究中心等37个对日科技合作平
台，涵盖医药、现代农业、先进制造、
海洋科技和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对话会上，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山东建邦科技
发展集团签署共建中日（济南）联合创
新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创新
研究院将建设“三平台、一基金”，即

日本科技成果孵化平台、成果转化加速
平台和海外招才引智平台以及山东·日
本产业技术联动基金，努力打造中日产
业技术合作新高地。孙殿义介绍，未
来，联合创新研究院将充分融合日方技
术优势与山东市场优势，紧紧围绕山东
“十强产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需
求，发挥技术创新、项目孵化、人才引
进和产业投资等作用，持续向山东输送
高水平技术成果，孵化高技术企业，助
力山东高质量发展。

除此以外，“中日交流需要人员交
流，特别是年轻的科学技术人员交
流。”日本樱花科技中心副主任米山春
子介绍，2014年创立的“樱花科技计
划”有力促进了两地青少年以及科技工
作者交流。记者从山东省科技厅获悉，
该计划启动以来，已有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山东大学等单位共300余人赴日交
流学习，为开展对日科技合作打下良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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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晓

日式风格的展厅内，陈列着机器
人、电子产品、医疗设备、清酒等日本
特色浓郁的商品，同时，内设会议室、
多功能媒体室、商务洽谈室、对日信息
阅览区、休闲休息区以及集中办公区，
为进驻客厅的各对日机构、企业开展业
务提供便利化方案硬件解决方案。

这里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
日本“国际客厅”。7月30日，对话山
东——— 青岛市中日城市合作交流会在这
里举行。

具有独特开放地位的青岛，眼下已
搭建起与日本合作的多个舞台——— 中日
（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已获国家
批准，中日韩消费专区正式启动并全面
布局，青岛日本“国际客厅”正式揭牌启
用，青岛中日科学城正致力于打造中日
科技合作和产业化的国际创新生态圈。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副书记、青岛
自贸片区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赵士
玉介绍，青岛正以日本“国际客厅”为
抓手，着力推进中日地方深入交流合
作，推动国内外多方资源要素在青岛互
动耦合、价值倍增，建设吸引日企“强
磁场”，打造青岛对日开放新高地、山
东对日合作先行区，建设中国北方对日
交流合作桥头堡。自5月19日启用以来的
两个多月里，已经接待了中日政府、企
业、机构等100余批，合计1500余人次。

打造青岛日本“国际客厅”，是青
岛市全面提升对日合作的重要举措。来
自青岛市贸促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
是青岛市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截至今年
5月底，日本累计在青投资项目2155
个，合同外资62 . 33亿美元，实际到账
外资59 . 67亿美元。今年1-5月，日本在
青投资项目15个，同比增长25%。日本
还是青岛市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

年，青岛与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76 . 43亿美元，同比增长2 . 1%。

对于此次中日城市合作交流会的举
办，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大泽英俊直
言，可谓恰逢其时，为日本与山东乃至
中国的合作提供了无限可能。大泽英俊
说，“我们已经在青岛成立了办事处，
并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为中小企业开
拓日本市场提供支持。山东在食品、制
造、高科技等方面优势明显，非常愿意
帮助这些领域的企业。”

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经济商务
处主任孙淑强给与会嘉宾带来了一针

“强心剂”：当前，大阪所在的关西地区对
中国的贸易占比从去年的26%上升到了
34%，这展现了日本与中国贸易强有力
的上升势头以及合作的活力和潜力。

日本科学振兴机构原理事长冲村宪
树曾5次率团访问青岛，他建议，日本与
山东应重点加强科技方面的交流，特别

是年轻研究人员的往来，可以尝试举办
大学间的科技展、互派青少年访问团等。

显而易见，对青岛来说，“国际客厅”
已不仅是单纯的对日合作的物理空间，
其承载的双向开放发展理念，已随平台
建设的推进，深度融入城市的发展血脉。

在青岛日本“国际客厅”，总投资
4500万美元的跨境电商铁臂阿童木一带
一路商城项目近期进驻，但受疫情影
响，企业的日方营业执照无法按时公
证，客厅代办专员为企业申请了国内营
业执照的容缺受理，从准备材料到办
理，一个礼拜不到就能拿到营业执照。

对日合作的蓝图正在徐徐打开。据
赵士玉透露，青岛正在西海岸打造中日
消费专区，包括跨境电商中心、服贸
港、商务城等板块。目前，跨境电商体
验中心已经建成，线上商城已经开始试
运营，预计运营后年接待人数将超过
800万人次。

以青岛日本“国际客厅”为抓手，推动多方资源要素在青互动耦合价值倍增

青岛打造山东对日合作先行区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鲁兵

“‘环境医院’和‘安全管家’对症
开药方，我们照单整改，治好了安全环保
隐患‘病’。”7月22日，位于昌邑滨海
(下营)经济开发区的潍坊奥通药业有限公
司环保科科长徐金磊谈及当地的“环境医
院”和“安全管家”竖起了大拇指。

昌邑市是全省5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监
管县之一，现有256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和

下营、龙池2处省级化工园区。“随着安
全环保要求越来越专业，仅仅依靠我们无
法全覆盖。同时，企业单独聘请安全环保专
家费用又贵。我们就想到了聘请第三方按
照相关法规要求，对园区企业进行全面‘体
检’，从手续、检测报告、台账等各方面作全
面检查，为企业‘治病下方’。”昌邑滨海（下
营）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述兴说。

据介绍，去年，昌邑滨海（下营）经
济开发区开设园区“环境医院”、聘请
“安全管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
昌邑天元嘉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定期到
现场实地调研摸排，从专业、督查的角度
查找企业安全环保方面的“疑难杂症”，

现场提出整改“处方”，帮助企业治好
“安全病”“环保病”。

据昌邑天元嘉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该公司在昌邑滨海（下营）经
济开发区常驻多名注册安全工程师、设备
管理工程师，从去年10月份开始，对园区
所有企业开展了安全、环保隐患大排查，
为园区所有生产企业编制隐患排查报告
书。“我们对企业面临的环保技术等难题
提出合理建议，帮助企业整改到位。”天
元嘉汇的专家陈玉说，企业整改后，安全
环保意识提升了。

“我们按照要求，在今年5月份之前全
部整改完毕。”徐金磊拿着一本白皮书说，
这是当地“环境医院”在去年10月份为企业

项目检查后出具的《环境隐患排查报告》，
其中重点指出企业存在车间板框压滤机未
封闭等5个问题，并给出了具体整改建议。

不仅进行现场排查，“安全管家”
“环保专家”还定期召开报告会，现场向
企业安全环保负责人授课。

“‘安全管家’会定期陪同安全执法
人员来到企业，从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台
账、安全教育培训、现场设备管理等方面开
展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安全‘体检’。
第三方服务弥补了政府安全监管的短板，
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机构的人才、技术优
势，对于提高化工园区安全监管水平发挥
了重要作用。”昌邑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范
世刚表示。

昌邑市设立“环境医院”，聘请第三方对化工园区企业进行“体检”

“环境医院”诊断 企业“按方”整改

在与青岛港相隔约12000公里、太平洋彼
岸的墨西哥，山东朋友们会在这里发现很多和
齐鲁大地的相似之处，让人有种环游世界又回
家的感觉。墨西哥人在与家人和朋友相聚时，
习惯来上一杯爽口的啤酒。墨西哥科罗娜啤酒
与青岛啤酒一样享誉全球。墨西哥人也非常喜
欢在喝酒时品尝美味的中餐。在墨西哥广袤的
土地上，你会看到大片的玉米地，因为玉米在
墨西哥餐中不可或缺。玉米原产于墨西哥，十
六世纪时由美洲大陆传入中国，也逐渐成为山
东老百姓饮食的一部分。

500年前，为了开采金银矿，人们在山顶
兴建了瓜纳华托、克雷塔罗和萨卡特卡斯等城
市。这些城市非常美丽，而且还是人类历史文
化遗产。中国，尤其是山东，是世界上黄金的
主要产地。墨西哥是世界上白银的主要生产
国，也是世界十大黄金生产国之一。墨西哥东
侧的墨西哥湾，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

除拥有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墨
西哥还凭借其美丽的海滩、峻秀的山脉、茂密
的丛林，以及灿烂的玛雅、阿兹特克等文化历
史遗迹，成为世界十大旅游国家之一。墨西哥
不仅拥有辉煌的历史，也是世界第十五大经济
体和制造业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平板显
示器出口国之一。著名的海信集团在墨西哥蒂
华纳建立了其最大的境外电视机生产工厂。

截至目前，山东省青岛市、日照市、东营
市、济南市分别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夸察
夸尔科斯市、塔帕丘拉市、萨博潘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山东省领导
还曾访问了奇瓦瓦州和墨西哥州，其间，双方签署了经贸合作和友
好交流协议。墨西哥和山东经济合作互补性强，文化、旅游交流契
合度高。我相信，双方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山东朋友会
来墨西哥投资、观光、学习。墨西哥欢迎您！

墨西哥驻华大使
何塞·路易斯·贝尔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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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李才林 报道
本报济南7月30日讯 今天，省农科院第三批16个产业技术研究

院成立。至此，省农科院已联合包括19家县市区人民政府、54家农业
龙头企业在内的省内外90余家单位，在全省共同建设了50个产业技术
研究院，涵盖包括寿光蔬菜、金乡大蒜、莱阳黄梨、青州银瓜、日照
绿茶等13个农业产业在内的40多个农产品种类，基本建成了对全省主
要优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全覆盖的战略支撑体系。

今年以来，省农科院联合地方政府、农业龙头企业，积极探索共
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供应链，集中力量攻克
一批“卡脖子”产业难题，加快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把科技的翅膀
插到农业企业上、插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上。下一步，省农科院将全
面推进产研院实现项目化、实体化、制度化、市场化、融合化、品牌
化“六化”运行，把产研院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企业
发展的“动力源”，在深化科企合作中育新机、开新局，为山东农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农科院第三批产业技术

研究院成立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7月30日讯 今天，在北欧产业技术合作项目（青岛）

路演暨合作需求对接会上，北欧（青岛）中小企业创新产业服务中心
成立，标志着北欧创新产业与青岛市中小企业常态化、平台化跨境创
新产业对接合作机制正式搭建。

据悉，北欧（青岛）中小企业创新产业服务中心由青岛市民营经
济服务中心与瑞典英诺迪克联合成立，中心将依托英诺迪克北欧创新
产业对接平台在北欧创新产业孵化与创新技术转移方面的优势，结合
青岛市产业发展方向，推进青岛中小企业与北欧企业进行跨境高端产
业、技术、人才、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合作，打造青岛市国际化产业
创新发展生态，促进青岛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成立大会上，20余项北欧科创合作项目发布，涉及智能制造、
高端装备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其中，瑞典的纳米粒子成像技术和
生物骨新材料技术在活动现场达成多项洽谈意向。下一步，青岛将继
续打造中小企业对接北欧产业、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合作平台，
推动中小企业与北欧的产业交流与合作。

北欧（青岛）中小企业

创新产业服务中心成立

□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临沂7月30日讯 今天上午，临沂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临沂市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暨农村通户道路硬
化工程开展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9年底，临沂市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7238公里，居全省第一，行政村通硬化路率达
到100%，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100%。

据了解，2018年5月，临沂市召开了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
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印发《临沂市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明确自2018年至2020年，投资约60亿元，实施农村公
路提档升级3426公里、自然村通硬化路971公里、大中修路面改善工
程5415公里，打造农村公路彩化工程3000公里，改造主要路径危桥357
座，建设农村客运候车站点3530个。

今年是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及农村通户道路硬化
工作的收官之年，预计年底临沂市公路总里程将突破30000公里，农
村公路总里程也有望突破28000公里。下一步临沂市将着重推动农村
公路发展实现“五个转变”，从“行业主导”向“政府主导”转变、
从追求“规模速度”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从“粗放管理”向
“精细管理”转变、从“会战式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
“单兵推进”向“融合发展”转变，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全力打造“沂蒙幸福路”。

临沂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2 . 7万余公里
行政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

曾莉莉 安超 唐娟 徐晓倩 方霞 胡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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