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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动能转换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当旗手作标杆

淄博是一座传统工业城市，也是国内重要的化工产业集聚
地。化工重镇金山镇自然担负起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金山镇把工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战场，积极培育新
旧动能转换“加速度”，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有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优化存量，提升传统产业水平。作为“中国化工名镇”，化
工产业转型升级对全镇动能转换可谓具有决定性意义。金山镇积
极引导、鼓励企业通过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方式实现“涅槃重
生”；以大武水源地“两区”企业搬迁整合为契机，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推进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企业转型升级。目前，
由鲁凯树脂换代升级的凯威尔新材料已获得市场认可，包钢、加
华、中凯、石化燃料等企业的产业升级项目也已全面启动。

提高标准，培育发展新动能。齐鲁化工区金山产业园是产业
升级发展的主战场。金山镇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绿色发
展”理念，严格准入机制，重点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
凯威尔的主要原料分别来自齐翔腾达、齐鲁石化、蓝帆集团、齐
旺达等周边企业；齐翔腾达可为天辰齐翔供应丙烯、氢气、丁二
烯等原料；正在建设的环氧丙烷项目产品是一诺威的原材料，而
补天新材料的发泡剂也是一诺威的重要原材料……链条化的供应
系统大大提高了物料利用效率，减少了废弃物排放，也降低了物
流成本。同时，园区还统筹规划综合管廊、污水处理等项目，着
力推动生态、沿链聚合发展。

强化保障，厚植优质发展土壤。金山镇坚持“服务企业以项
目为纲”，全力确保总投资320多亿元的天辰齐翔己二腈等35个重
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加速推进园区土地平整，为重点项目落地
提供有力保障；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度，吸引高层次人
才、资本、技术成果落户金山，打造人才、科技高地。目前，全
镇共引进泰山学者2名，建立院士工作站、科研博士站2处，建立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省级工程实验室
1家、市级工程实验室7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及一批企业研发中
心等，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要素保障。

“继续发扬‘头拱地、向前冲、争第一’的金山精神，依托
金山产业园区，抓住化工区一体化发展的有利契机，重点围绕碳
四、聚氨酯、尼龙新材料、稀土新材料等优势主导产业，实现以
大产业集群、大产业链条推动优势产业深度延伸、集约发展，打
造高端绿色化工园区，加快构筑‘形态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高
端’的工业发展体系。”梁小明透露，随着园区产业链不断延
伸，一批像杭州聚合顺、广东金辉、浙江兄弟科技等高端绿色化
工企业先后落户金山。

预计到2022年，园区产值突破600亿元；到2024年，园区产值
突破千亿元，有望崛起千亿级化工产业集群，金山镇也将有机会
向“全省第一经济强镇”发起冲击。

聚力精准扶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当旗手作标杆

近年来，金山镇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压实
包建责任，发展助农产业，整合社会力量，持续提升脱贫攻坚工
作实效，健全精准帮扶长效机制，带领全镇110户246名贫困人口
和边缘易致贫户16户46名即时帮扶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压实和完善镇包建干部、村干部结对帮扶制度，组织专班
对贫困人员逐户走访、逐一摸排，完善贫困户“一户一档”，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台账实”；对可能返贫致贫
人口开展动态监测，确保“及时发现、及时核实、及时帮扶、

及时清零”。
为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目前已有31名困难残疾

贫困人员托养在十化建养老院；持续为长期卧床的贫困群众量身
定制专业医护人员褥疮上门护理和肢体康复诊疗服务，对非智残
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对因患大病和因突发事件
造成重大支出的贫困群众实行镇级救助。

持续推进“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规划改造廉租公
寓、日间照料中心、长者食堂，提高残疾、独居老年人的集中
供养率。

此外，金山镇还将产业发展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重点
扶持一批农业型企业、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依托南部山区特色
优势，大力推广种植珍珠油杏、边河脆桃、边河小米等，开辟农
民增收新途径；以天堂寨景区等田园综合体和黎金山等古村落打
造为契机，挖掘山区特有的文化资源，鼓励当地村民“就地取
材”，发展锤击丸子、蜜薯、豆腐等系列特色小吃，变“输血”
为“造血”，实现由“坐等救助”向“劳动增收”的转变，增强
贫困户内生动力。

聚力城乡融合

在建设新型城镇中当旗手作标杆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补齐乡村发展滞
后短板、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抓手。近年来，金山镇以打造临淄区城市副中心为目标，将工
业化与城市化作为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做大做
强工业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加速城乡融合进展，打
造新型城镇化新格局。

以天堂寨景区为依托，重点打造搭岭、黎金山古村落旅游
区，推动南部山区美丽乡村连片建设；全面推进“印象边河—静
美山村”片区建设，打造美丽乡村、党建引领、精神文明“三区
融合”示范片区；加快南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扶持珍珠油杏、边河脆桃、红泥沟苹果、金山桑葚、闫下猕
猴桃等特色林果品牌，叫响“边河味道”；以天堂寨穿越、南山
庄园“桑葚节”等活动为依托，打造近郊游品牌。同时，加快污
水处理、自来水入户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家乐、民宿等业态发
展做好铺垫，逐步形成“以点带片”的美丽乡村发展态势。

同时，以城乡融合理念完善镇村规划体系，以十化建社区改
造为契机，用足用活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同步推进旧村搬迁和老
年公寓、长者食堂建设，健全医养结合、居家养老等养老服务体
系，逐步提升中心镇区人口吸聚力，持续增强镇区发展活力。

聚力文明新风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当旗手作标杆

2020年11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揭晓，金山镇榜上有
名。除此之外，全镇还有全国文明村1个、省级文明村2个、市级
文明村（社区）8个。

近年来，金山镇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百姓之家”
的功能定位，打造党员、养老、文化、乡风、名片“5赞品牌”百
分百贴心服务，激发广大群众崇真求美向善、自治德治善治的内
生动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再探索、再创新、再突破。

依托金山讲堂、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文明实践活动，精准
开展党员暖心、四点半课堂、多彩金山等“6+N”志愿服务活
动，全镇建成两处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53个村(社区)全部建有
文明实践站和文明实践广场，打造了一批集理论宣讲、文化科
技、文体健身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实践阵地。

组织开展好家风好家训、身边好人、星级文明家庭、四德榜
等评选表彰活动，从家居生活、亲子教育、身心健康等领域推动
“新农村 新生活”深入人心。各村（社区）红白理事会、村民
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制度健全、组织完善。

创新推出“百姓点单、按需制单”活动模式，定期开展陪你
到老、扶贫助困、入学升学、重阳敬老等志愿活动，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先后培育幸福冯家、温馨崔碾、文明洋浒崖3个文明实
践示范点。冯家村打造集理论宣讲、文艺演出、健身休闲、健康
义诊、便民服务、学习培训等为一体的“百姓之家”，高标准建
设占地3500平方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党员暖心、大健
康、巾帼风采、幸福冯家等6支志愿服务队伍。崔碾村也组建陪你
到老、守护乡愁等6支志愿服务队伍，成立“木兰小社”驿站，组
织开展“健康敲敲门”等关爱慰问活动，打造“百姓之家 幸福
崔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崔碾样板。

“以全国文明镇为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推进村
容村貌、村风民俗、乡村道德、文明实践、平安村庄、文化惠民
‘六大建设’，努力推动金山镇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新的突
破！”金山镇党委副书记胡钦尚表示。

聚力营商环境

在推动企业发展中当旗手作标杆

过去的一年，金山镇为企业腾出政府办公大楼的故事一度广
为流传，无形中成为金山镇营商环境的“最佳代言”。

近年来，金山镇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抓落
实，积极营造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创造性提出
“三个相加”的实践性理论，即“服务+保障”同向发力；“园
区+镇区”同频同振；“管理+治理”同步推进，逐渐打响营商环
境“兴业金山、发展金山、赢在金山”的金字招牌。

聚力作风转变，抢当企业“店小二”。坚持抓好高效为企
服务，以政府办公楼搬迁为契机，整合便民服务大厅、市场监
管所、国土所等部门合署办公，落实“一次办好”“一网办
好”；通过“企策讲坛”等活动，主动做好各项惠企政策宣传
与解读，“政策找人”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确保政策实打实、
硬碰硬落地。

聚力园区发展，提升产业“承载力”。组建专班，靠在一
线，现场办公，加快推进园区土地平整进度；协调推动补天

路、翔晖路南延、冯北路南延、220KV输变站等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积极主动参与齐鲁化工区、张店东部化工区融合发展，
推进西张、东崖、东张村土地增减挂钩项目，为园区发展腾出
更多空间。

聚力项目建设，构筑经济“硬支撑”。把“政府思维”转
变为“企业视角”，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副科级干部集体上
阵“挂企业”“包项目”“解难题”，统筹协调内外关系、各
方利益，全力做好征地拆迁等工作，优化施工环境，保障按时
竣工投产。

聚力民生福祉

在改善人居环境中当旗手作标杆

搭岭村，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偏僻村落，如今成为“晴天不
见土，雨天不见泥，低头不见水，抬头不见线”的静美山村。
而这一切的改变，离不开金山镇用“绣花”功夫持续推进城乡
环境提升。

将农村环境整治纳入“一村一品”党建项目竞标和党建引领
“擂台赛”主要内容，定期组织现场观摩，组织参观学习。

以边河美丽乡村示范片区、金山产业园为重点，通过全域洁
净行动、企业本色行动、农村污水处理体系建设等举措，提升镇
容村貌。

组织实施村（社区）供排水改造、旱厕改造工程，彻底解决
农村污水排放问题。

全面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立生活垃圾上门收集、
建筑渣土垃圾收集制度，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推进垃圾分类全
覆盖。

深入实施农村“五化”工程，实现道路硬化户户通，路域
“晴天不见土，雨天不见泥”。

建成集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设施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广
场，建设7处社区红色驿站，改造提升百姓大舞台6处。

在现有洋浒崖廉租老年公寓、十化建养老院、幸福颐养中心
的基础上，改建廉租公寓，养老床位增至近2000张；同步建设两

处长者食堂，组织为全镇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查体。
完成十化建、南仇、象山社区77万平方米外墙保温和南仇等

13 . 3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边河中学校舍、餐厅环境；
对“雪亮工程”进行补盲升级，实现镇域高清监控网全覆盖。

聚力生态治理

在打造绿水青山中当旗手作标杆

由于历史原因，金山镇域内18公里淄河流域曾经乱象横生，
不仅严重影响了行洪安全，也给附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
扰。金山镇党委政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
支部带头碰硬、党员率先带头，打响根治淄河流域生态环境攻坚
战。党委班子成员全部挂包到涉及的15个村（社区），以各村党
小组、党员骨干为主体，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形成以党员干部
带头引领、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累计拆除非法占用河
道企业17家、砖厂14家、闲散院落45处、住户饭店17处，取缔养
殖户113家，清理河道内垃圾堆放点118处、料堆100多万立方米，
砍伐高秆作物220多亩，清理阻水堤145万立方米。经过治理后的
淄河流域，又重新焕发出绿色和生机。

近年来，金山镇一边抓经济建设不动摇，一边抓生态环保不
放松。坚持“就地覆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耕则耕”原
则，严厉打击私采乱挖矿产资源行为，并对域内49处矿坑进行生
态治理修复。广泛推动矿山喷淋系统，严格落实蓬盖、雾炮、洒
水等扬尘治理措施，强化移动污染源治理，在工区、矿区建设运
输车辆冲洗平台，减少运输中产生的二次污染。

聚力党建统领

在基层组织建设中当旗手作标杆

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的任务的重要战斗堡垒。金山镇党委始
终坚持党建引领的工作思路，切实把党建与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紧紧抓住评星定级这项“牛鼻子”工作，持续不断激发党支
部和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动能，不断扩大“头雁阵型”。2019年
起设立党建引领“一村一品”项目，设置总额不低于200万元的党
建引领发展基金，创新性开展党建竞标“擂台赛”，形成互争互
比的干事氛围，不断提高村（社区）党组织的活力，激发干事创
业的动能，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打造一批叫得
响、立得住、有影响的党建特色品牌，形成村村有特色、处处有
亮点、层层有典型的生动局面。

推行“两大指数”管理。建立党支部“堡垒指数”和党员
“先锋指数”两大考核体系，不断提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水平。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党员，转入镇铸魂党支部进行教育转
化。

成立镇“红雁领航”教育基地。打造镇级党员常态化教育、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落后党员铸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培训、农
村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青年人才教育及企业安全环保培训
六大基地。在镇党性体检中心开办“初心课堂”，推行“初心体
检”，镇班子成员和村（社区）书记每季度接受一次初心教育。

先后成立17个网格党支部，全面推广党员积分制和党员联系
户制度，做好日常政策宣传、居民服务等工作。

实行“菜单式”党建，通过征求意见、设置“微心愿”等方
式，积极引导推动区域化党建项目，满足群众期盼。

打造“党建+智慧养老”示范片区，建设养老廉租公寓、长
者食堂等，切实将党建优势转变为服务优势。

打造非公企业党建特色品牌。开展“党旗领航”、党员志愿
活动、党员献计日等，激发非公企业党建活力；依托金山产业园
做强园区党建，通过派驻党建指导员、推行“车间党建”等方
式，培育一诺威、光大环保等一批先进典型。

“实践证明，党建引领是金山镇真正成为产业兴旺、安居乐
业‘幸福金山’的最大原动力。”临淄区委副书记、金山镇党委

书记赵学由衷表示。

聚力支部领办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中当旗手作标杆

金山镇小寨村素有种植蔬菜的传统，小寨芹菜、小寨菇扎头
闻名四乡，甚至远销海外。小寨村以此为突破口，注册成立金山
镇小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吸纳本村及周围村庄220余户村民入
社，流转土地400亩，建设“小寨特色蔬菜种植基地”，统一规划
设计“小寨牌”农产品商标及多种规格包装，通过规模化、集约
化经营种植，成功将“小寨芹菜”“小寨野菜”等特色农产品推
向市场。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小寨村又建成占地120亩的草
莓、西红柿、水果黄瓜大棚，栽植边河脆桃、阳信鸭梨、苹果等
果树30亩，新建鱼池1个、藕池2个。

小寨村自古有“临淄为京，小寨为城”之说。近年来，小寨
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村集体经济新增长点，精心规划，对古村落
开展修复性建设，再现古落阳桥、校场地、环村护城河(墙)、古
井，如今的小寨村正成为集古村落观赏、采摘种植、山货趣淘、
农家体验、“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近年来，金山镇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坚定以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增加村集体收入的信心和决心，
并结合实际明确了“党支部独立运营”“党支部+农户”“党支
部+农户+外来资金”三种组织架构，确定了以种植、养殖、特色
农产品深加工及三产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模式。“让每个村
（社区）都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打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金山模式’。”梁小明表示。

目前，金山镇已注册成立30多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同时，
将暂时没有合适发展项目的15个村（社区）纳入镇联合社，通过
投资入股等形式获取分红增加收入，实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100%
全覆盖。

抓住省农担“强村贷”有利时机，目前已有17个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成功对接“强村贷”业务，实际使用资金430万元，有力解
决了合作社发展中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
“金融活水”。

实施“党建引领强企帮弱村”行动，坚持“一个也不能掉
队”原则，引导经济效益好、社会责任感强的15家企业包建帮扶
增收相对困难的15个经济薄弱村，通过注入资金、技术指导以及
签订购销协议等方式，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

实施“村企共建美丽乡村”行动，由九合矿业党委下属党支
部和17个美丽乡村建设村（社区）党组织结成帮扶对子，加速推
进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打造工作。

“金山镇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村级集体经济全域提升的
重要抓手，在规划、产业、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加大统筹力
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推进合
力。”赵学表示。

截至2020年底，金山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
其中14个村（社区）超过100万元。

砥砥砺砺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勇勇于于担担当当作作为为

在在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的的道道路路上上争争当当旗旗手手、、争争作作标标杆杆
——写写在在淄淄博博市市临临淄淄区区金金山山镇镇党党委委被被授授予予““全全国国先先进进基基层层党党组组织织””称称号号之之际际

继2020年荣膺“全国文明镇”后，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又一次迎来荣光时
刻———

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小明光荣出席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并捧起了沉甸甸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牌匾。此次
表彰，我省共有两个乡镇获此殊荣，金山镇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一“国”字
号荣誉更显珍贵。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有幸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上的讲话，倍感热血沸腾、激情豪迈，振奋人心！”梁小明至今依旧心潮澎湃。
他表示，未来金山镇将继续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升城乡
发展活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实现新发
展、新变化、新突破。荣誉属于过去，实干才能创造未来。新时代大美金山的画
卷已然展开，新一轮金山腾飞的美好蓝图需要大家共同描绘。金山人要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担当实干、砥砺前行，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奋力开创金山更加美好的明天！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金山镇以争创“全省第一经济强
镇”为目标，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化首位担当，勇于攻坚克难，经济
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倾力而为，必有斩获。近年来，金山镇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镇、全国重点
镇、中国化工名镇、省级文明镇、省级示范镇、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全国文明
镇等荣誉称号。在2019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中，金山镇位列全国第56
位、全省第2位。

2020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214 . 7亿元、利润23 . 5亿元、利税27 . 3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3%、207 . 8%和107 . 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0亿元，同比增长153%。今年
1—5月份，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163亿元、利润27 . 1亿元、利税31 . 3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59 . 8%、170%和15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9亿元，同比增长63%；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4 . 53亿元，同比增长77%。

讲好镇域故事，挖掘镇域典型，更好服务镇域发展。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大会刚一结束，笔者第一时间走进金山镇，探寻“金山密码”。

党建领航风帆劲 花开金山别样红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庆祝建党100周年，金山镇举行机关党员宣誓活动 摄影 高成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更是抢抓机遇、转型突破的关键一年。我们将以这次被表彰为契机，以
这次获得荣誉为新起点，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转化为推进各项工
作的强大动力，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争创‘全省第一
经济强镇’为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标准定位，强化旗手意

识、标杆意识，担当实干、攻坚突围，继续保持干事创业的定力和韧
劲，凝聚合力奋进的精神力量，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
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各项工作继续走在前列，全面奏响‘落实
突破’最强音，加快建设‘美丽富饶、生态宜居’的新时代大美金山，
奋力争当高质量发展的‘最红战旗、最优标杆’！”

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小明，第
一时间向金山镇全体机关干部汇报了这次出席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的感受和心得。而他的一番话，也道出了金山人的初心、信心和决心。

金山镇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南部，由原3个乡镇合并而成，是全国
大型化工企业——— 齐鲁石化公司所在地，镇域面积118平方公里，辖

53个村（社区），常住人口逾10万人，其中党员5410人。近年来，金
山镇始终保持清晰的发展定位，坚持经济建设中心地位不动摇，坚持
以“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争创全省第一经济强镇”为争创
目标，坚持产业高端、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向，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①齐鲁化工区金山产业园 摄影 王波
②金山特产珍珠油杏，助力南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
③金山镇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④齐翔腾达工业园一角
⑤南仇北村新居 摄影 王统武
⑥洋浒崖村敬老好风尚 摄影 李洪波
⑦冯家村组织志愿者一起包粽子
⑧黎金山村村民聚在一起吹拉弹唱 摄影 高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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