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一产渔业联袂三产旅游能发生怎样的
化学反应？在烟台市莱山区四十里湾渔人
码头外侧海域、距离海岸线2公里的位
置，一朵直径80米的“海上花”给出了答
案：体验“渔夫垂钓”乐趣、品尝“海洋
主题”餐饮、欣赏“海上看烟台”美
景……山东耕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尉岩告诉记者，周末平均每天
接待游客三四百人，不算养殖就能有4万
元收入。7月10日运营至今，这朵“海上
花”成了网红。

“海上花”大名叫“耕海一号”，它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集渔业养殖、休闲渔
业、科技研发、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于一
体。尉岩介绍，“耕海一号”在主体结构
设计和技术层面进行了突破，诸如可移动
坐底式结构、新材料网衣、智能化设备等
都是创新，这才有了渔业养殖、休闲垂钓
和海洋文化旅游的有机结合。

“蛟龙”号让科学家得以前往海平面
6500米以下开展研究，“深蓝一号”开创
世界温暖海域养殖三文鱼先河……耕海探
洋，装备先行。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考察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
台基地时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
国有企业，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
发和掌握更多的国之重器。山东牢记总书

记嘱托，充分发挥工业基础优势和海洋资
源优势，加大稳增长、调结构和促转型力
度，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海洋装备
制造基地：到去年，深远海钻井平台、豪华
客滚船、远洋渔船等已实现国内市场占有
率第一；全国累计建造交付的18座半潜式
海洋平台中，15座都为山东自主设计制造。

“海洋工程装备是当中最具特色的，不
仅国内领先，在全球也属于先进水平。”省
工信厅海洋装备处处长贺强介绍，山东坚
持强基固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
海洋装备国产化。以中集来福士为例，拥有
烟台、上海、深圳、挪威、瑞典五个海洋研究
院，强力支撑着海工装备研发设计及关键
技术突破，其设计建造的“蓝鲸1号”至今仍
是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海上
钻井平台，代表着世界海洋工业领域的最
高水平；“蓝鲸2号”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则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
的重大突破。

深海钻采装备以外，胶东半岛造船产
业集群也已初具规模，其中青岛以散货船
为代表，威海以客滚船为代表，烟台以远
洋捕捞渔业船为代表。在此过程中，各地
招引、培植起一批龙头企业：蓬莱中柏京
鲁船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并制造的77米秋
刀鱼/鱿鱼钓船、59 . 6米超低温延绳钓船
和1200GT金枪鱼围网船等多项技术填补
国内空白；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去年交付的

大型豪华客滚船“中华复兴号”再次刷新
亚洲最大、最安全、最先进、最豪华客滚
船的记录。

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掉链
子”，再高精尖的产品也只能“望洋兴
叹”。坚持完善配套，山东在海洋装备特
色细分领域同样集结起一批“领跑”企
业：潍柴重机是船用发动机龙头企业，海
德威科技集团（青岛）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生产的压载水处理系统是全球第一家拥有
CCS和DNV双证认可的系统，青岛双瑞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获得世界
7大主流船级社认证的供应商……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理事会副会长
顾一中认为，山东在海洋装备领域能闯出
一条路子，一是地方卓有成效的招商引
资，再就是有一批企业积极转型升级。去
年5月，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坐底式网
箱“长鲸一号”在长岛综试区投入作业，
首次尝试统筹“陆海岛”一体化发展的深
远海规模化养殖。据了解，这样的深水网
箱烟台要投放一百个，烟台市海洋发展与
渔业局副局长孙成列说，原来深远海养殖
长期处于一种零星、不成规模的状态，
“百箱计划”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集来福士从海
洋工程装备向深远海渔业装备的跨界转
型。“当前，海洋经济处在发展模式升
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全新阶段，系统化开

发思路明显，迫切需要海洋装备提供全方
位支撑。”贺强指出，下一步，山东要从
传统船舶和油气为主的海工装备产业突
围，以“大海工”装备领域为目标打响区
域品牌。

对应这一目标，相关研发设计能力需
进一步补强。记者了解到，我省涉海人才
数量虽居国内前列，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
业人才占比不足10%，省内多数创新平台
建设刚起步，尚未形成有效的研发设计能
力。

对此，我省一方面强化全国唯一的海
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这一“国字号”
平台在人才招引、资源聚集方面的作用，
为做强设计环节提供科技支撑；另一方
面，依托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
省级统筹，引导全省海洋装备实力最强的
胶东五市错位协同发展，发挥好龙头带动
作用。

在山东，省属企业积极扛起探索引领
的责任担当：7月29日在烟台举行的海洋
产业重点项目招商签约活动传来好消息，
山东海洋集团牵头研发建造的超大型海上
油田设施一体化建设、安装和拆解装备
“蓝鲲号”进入设计定型阶段，9月将开
工建设。作为全球首制产品，其关键技术
研究入围了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专题，
目前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核心技术
知识产权。（□参与采写：从春龙）

深远海钻井平台、豪华客滚船、远洋渔船等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全国累计建造

交付的18座半潜式海洋平台中15座为山东自主设计制造……

耕海探洋叫响“山东制造”

□记者 王佳声 段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日讯 自8月3日至8月8日，大众日报客户端联合支

付宝面向所有市民读者，发放全国版消费券。
连续6天，每天上午8点和中午12点，只要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

就可以在“首页”频道显著位置看到消费券发放入口，点击进入即可
抢券。如抢到消费券，每人每次4张，面值共18
元。

这些消费券可以在省内济南、青岛、淄博、
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8市，以及全国其
他近80个城市使用。领券当天，即可在支付宝付
款时自动生效抵扣。

据了解，此次活动，大众日报客户端是支付
宝在济南市的唯一APP合作伙伴。 扫码阅读详情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本报实习生 孙泽宇

今时今日，西瓜应该怎么种？在潍坊
市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西瓜种植
既“现代”又“智慧”，一个西瓜能卖
100元。

一条鱼，除了吃还能做什么？在山东
蓝润集团，曾经一块钱一斤卖掉的金枪鱼
骨，作为原料生产胶原蛋白肽，一盒五片
装面膜可以卖到200元。

由低效益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一个重
要的衡量指标是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
进。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山东各地立足
产业基础，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进一步健
全完善产业链、服务链、供应链、价值
链，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鉴瓜师”转岗，智能分

拣线“上岗”

在潍坊市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温室大棚中，一排排“站”着的西瓜藤
蔓，像爬山虎一样直着向上生长，一个个
拳头大小的西瓜挂在其间，格外喜人。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老百姓跟着西瓜
‘站’起来了，指的就是这种立式种植模
式。”潍坊郭牌科技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杨猛说。

杨猛介绍，从地爬式到立式，每亩地
能种植的瓜从600多株提升到2000多株，
土地利用率大大提升。西瓜“站起来”
后，光照、水分得到均匀供给，口感也得
以改善，因为西瓜品质高，今年产业园的

西瓜卖到了一斤30元，算下来一个西瓜可
以卖到100元！

这背后还蕴藏着“郭牌”西瓜发展的
秘诀——— 标准化和智慧化。杨猛给记者说
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标准化体系里，
从前端栽培到后期装箱之前，每一个瓜从
大小、重量到甜度，都要经过精挑细选，
公司由此设置了“鉴瓜师”岗位。不过今
年鉴瓜师要转岗了，公司从日本引进了国
内首条西甜瓜智能无损筛检流水线，通过
红外测糖技术，可以对果形、重量、果皮的
厚度、果肉的密度、是否空心、糖度进行无
损而又精准的检测，让标准更“智慧”。

标准化种植的品牌瓜销售咋样？“在全
国供不应求！去年产量1 . 5万吨，销售额达
到1 . 85亿元。”杨猛告诉记者，现在企业直
接合作的农户400余户，按一个占地13亩的

大棚算，可为农民年增收近37万元。
变化远不止眼前的种植。“我们建立

前端科研中心+公司+基地+农户+后端营
销体系，除了在西瓜的品质上下功夫，经
营业务也从单纯的西瓜种植和销售，发展
到现在的集西甜瓜种苗生产与销售、标准
化种植、专用技术研发及推广、专用农资
的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西甜瓜产业链。”
杨猛说。

把“小鱼”变“大鱼”，

把“大鱼”变“鲸鱼”

一条鱼“吃干榨净”，延伸现代渔业
产业链，荣成市石岛海洋生物产业园里两
家企业的做法，让记者大开眼界。

（下转第二版）

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大众日报联合支付宝

发放消费券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保
障汛期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进一
步加强排查治理，确保安全度汛。

根据《通知》，山东将进一步加强排查治理，针对汛期极端天气
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危树、塑料大棚、彩钢瓦房、高大杆塔等隐患问
题进行重点排查，发现问题要立即采取“清理、加固、拆除”等措施
加以解决。要加强对铁路沿线水库堤坝、防洪排水设施、在建工程工
地、临建设施等重点部位的动态隐患排查和防范工作。

《通知》指出，要提高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人员防触电、
防雷击、防淹溺的安全意识，特别是非封闭区段横越线路必须严格执
行“一站、二看、三通过”的规定；日常巡线走固定和熟悉的线路，
遇到极端天气时，减少不必要外出，提高警惕。

《通知》强调，要严格落实“双段长”责任制，加强高铁“双段
长”，特别是乡镇（街道）、村居两级“双段长”间的协调配合。路
地“双段长”要加强与地方护路办、铁路巡线队伍的沟通联系，组织
沿线地方志愿者参与群防群治，织密筑牢铁路环境综合治理联防联控
防护网，确保铁路安全畅通。

我省部署汛期铁路沿线
环境安全排查治理
严格落实“双段长”责任制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根据《关于推进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的若干措

施》的有关规定，经审核公示，日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山东监管局联合公布了首批50家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库入
库企业名单。

分行业看，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入选最多，达19家；新材料
领域和节能环保领域各有9家入选；生物医药领域入选8家；高端装备
领域入选5家。分地市看，青岛入选16家居首，烟台入选10家，淄博8
家，济南5家，潍坊、泰安、菏泽各2家，济宁、威海、日照、滨州、
临沂各1家。

我省今年将大力加强对入库企业的辅导培育，积极引导金融资
源向科技领域配置，加快推进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探索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科技金融新机制。根据《关于推进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
的若干措施》，入库企业将享有一系列培育政策，如：鼓励入库企业持
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推动符合条件的入库企业享受省企业研发投
入财政补助政策，最高补助1000万元；支持入库企业建设科技创新平
台，对升级为相应国家级创新平台的，省财政按规定给予每个1000万
元经费支持；入库企业IPO申请获证券监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受理
的，省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最高2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山东首批科技型企业科创板
上市培育库入库企业名单公布

50家企业入库

“天问一号”
奔火路上首次中途修正

 综合·4版

□记 者 方垒
通讯员 叶文 翟怀明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日讯 自昨天傍晚
起，我省多地迎来强降水过程。省气象
局降水数据显示，1日20时至2日16时，
全省平均降水量36 . 1毫米，折合水量约
56 . 7亿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泰安
120 . 5毫米、济南58 . 4毫米、日照53 . 0毫
米。

为全力做好防范和应对，全省水利
系统进一步加强工程巡查，科学做好工
程调度，济南市发布汛情黄色预警，启
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泰安市连夜调度
会商，积极做好各项应对工作。省水利
厅在降雨来临前，对大中型水库防洪纳
雨能力进行测算分析，积极做好洪水预
报，指导全省40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
迎洪，预泄水量3000万立方米。大中型
水库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全力减轻
下游河道防洪压力。

由于降雨强度大、汇流速度快，截至
2日16时，全省有5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
水位，正在调洪。最大超限水深为临沂石
泉湖水库0 . 42米，其他水库0 . 21米-0 . 37
米。35座大中型水库调洪，最大出库流量
为临沂市陡山水库242立方米每秒。强降
雨期间一度有547座小水库蓄满溢洪，其
中临沂195座、日照109座、潍坊94座、
泰安69座、枣庄41座、济南18座、济宁
11座、淄博10座。目前，全省水利工程

运行平稳，没有接到险情报告。
至2日上午11时，强降雨基本移出我

省，降水和雷电活动明显减弱，省气象局
解除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
计2日夜间到3日白天，全省天气多云间
阴，鲁东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
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3日夜间

到4日白天，全省天气阴，鲁西南、鲁西
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
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
雨；4日夜间到5日白天，全省天气多云间
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1月1日8时至8
月2日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467 . 4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17%，较去年同期偏多
91%；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288 . 9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较去年同期偏
多67%。全省大中型水库、南四湖及东平
湖蓄水总量55 . 08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
多蓄11 . 6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
13 . 59亿立方米。

至2日上午11时，此轮强降雨基本移出我省，省气象局解除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全省平均降水36 . 1毫米，水利工程运行平稳
◆5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7%

□□记记者者 姜姜言言明明
曹曹儒儒峰峰 通通讯讯员员

苏苏钊钊 报报道道
88月月11日日晚晚，，受受强强降降

雨雨影影响响，，泰泰安安高高新新区区部部
分分村村庄庄积积水水严严重重，，当当地地
迅迅速速响响应应，，组组织织应应急急、、
消消防防、、公公安安等等救救援援力力量量
抢抢险险。。图图为为22日日清清晨晨，，救救
援援人人员员正正组组织织群群众众紧紧
张张有有序序转转移移。。

报端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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