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做强强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最最大大增增量量
——— 山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观察（上）

  □ 本报记者 刘 兵 赵洪杰
         李子路

  由东方风电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B1085A型叶片，在烟台叶片
制造基地下线；全球首艘10万吨级养殖工
船“国信1号”在青岛交付使用，我国深
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实现突破进阶发
展；日照东方缘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凭借
小小的“缘”牌吸管，成为全省第一家有
生产可降解吸管资质的企业，打开美日韩
等海外市场，订单排到明年上半年……炎
炎夏日，行走在广袤的齐鲁大地，处处涌
动着创新热潮。
  今年以来，山东以“十大创新”为牵
引，把加强科技研发创新放到全面创新的
核心位置，强化科技攻关项目、平台、人
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快推动科技自立
自强，做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重大创新成果孵化出205

个省级重点项目

  一根碳纤维，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那
么细，比铝还轻，却比钢硬。走进威海光
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成的两条
高强高模型碳纤维工程化生产线正在满负

荷生产，产品已应用到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等领域的“大国重器”。
  光威集团董事长陈亮说，光威最初是
一家生产鱼竿的企业，原材料碳纤维只能
靠进口。为走出原材料供给困局，集团创
始人陈光威下定决心攻关这一核心技术，
拿出全部家产做抵押投入研发，近年来公
司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超过10%，“十
年磨一剑”终于打破国外“技术、装备、
产品”的三道锁，创新红利加速释放。今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面对疫情等不利
因素影响，光威复合材料营收13 . 1 5亿
元，同比增长约2%；净利5 . 06亿元，同比
增长16 . 48%。
  今年以来，山东以“十强”产业重点
领域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围绕产业链供
应链部署创新链，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突破一批创新难题。
  6月27日，山东公布了2022年度产业
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项目榜单，揭
榜总金额达8 . 7亿元。66个项目中，生物
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新兴产业领域项目达70%以上。
  山东泰开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的新材料
高端铸造铝合金新材料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是入榜项目之一。企业总经理裴栋梁介
绍，项目主要针对铸造铝合金强度低等缺

点，开展高强度、高延伸率铝合金研制，
最终研制出强度高达350MPa以上的新型
高强度铝合金，解决国内高强度合金使用
贵重金属的现状，实现经济型高强度铝合
金产业化，大大降低国内相关行业成本。
  “瞄准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今年山东
安排了145亿元省级科技经费，集中投向
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原始创新、
重大技术创新引导及产业化和重大创新平
台项目等。”省科技厅厅长唐波说，连续
多年“真金白银”投入，逐渐结出硕
果——— 在今年的省级重点项目中，有205
个项目是由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创新成果
孵化而成。

  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上工业近“半壁江山”

  近日，青岛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传
来喜讯：其孵化培育的8家企业入选2022
年第三批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至此，该创新中心已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25家，超过进驻企业总数的1/3。
  进驻园区不到2年时间，就获得这一
国家荣誉的青岛依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是
此次入选的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之一。公
司总经理韩青峰说，自2021年1月进驻中

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以来，公司得到了园
区在科技金融、企业运营、市场拓展等方
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截至今年上半年，山东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43 . 7%。
不少企业负责人认为，这得益于山东逐渐
建立完善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探索
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科
技产业加速器等链式孵化载体体系建设
试点。
  在如何创新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拥
有各自优势：中小企业贴近市场、反应迅
速，对创新有良好的“嗅觉”；大企业实
力雄厚、资源充沛，创新的物质条件更
充足。
  6月30日，山东省环保发展集团成
立。省环保集团董事长王振钦在成立大会
上说，企业将围绕打造省级环保科技成果
研发转化平台等四个平台定位，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努力打造科技创新要素聚
集高地。
  “每一家规上国有工业企业都要设立
研发机构，这是山东的硬要求。”省国资
委主任张斌说，山东国有企业体量大、分
布广，应该也必须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
作用。
  硬举措带来真成效。（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王建

　　7月，留抵退税政策扩围，汉堡王（北
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共青团路分公司
收到“红包”。“我们之前已享受了185万元
的留抵退税，现在可以再享受155万元。”公
司财务负责人王淑霞说，受疫情影响，公司
营业额大幅下滑，留抵退税款犹如一场“及
时雨”，为企业加快恢复生产经营提供了有
力资金支持。
　　服务业占全省GDP比重一半以上，容纳
了全省近一半的就业人数，是经济增长的
“主引擎”，也是稳就业和保市场主体的关
键所在。服务业多为聚集性、接触性行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面临的困难挑战也较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市场主体中有大
量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推动服务业
恢复发展，急需大力度的纾困政策。
　　对此，我省在第一时间落实国家部署要
求，出台《山东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恢复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提出35条政策，涵盖财政补贴、房
租税费减免、金融信贷支持等多方面内容，
打出一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组合
拳”。
　　35条政策中涉及财税的政策就有17条，
占到近一半。“初步测算，落实这些政策，
将为我省包括服务业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新
增减负约230亿元，同时增加省财政相关补贴
支出220亿元。”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李玉
斌说。
　　在减税降费方面，山东坚持顶格落实、
应享尽享，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以“六
税两费”减免政策为例，我省明确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
以顶格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即按照
中央赋予我省减免权限的最高额度享受减
免。上半年，全省（不含青岛）落实服务业
“六税两费”减征税额11 . 22亿元，增值税加
计抵减税额8 . 64亿元，其他税费减免2 . 32
亿元。
　　“服务业一头连着市场主体，一头连着
百姓福祉。纾困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支持
服务业发展，既能直接帮助服务业企业解决
资金压力，又能极大提振企业信心，是真
招、实招。”省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副所长冀晓群说。
　　除了实施税费减免等服务业普惠性政策外，《实施方案》还针对
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重
点行业实施特定优惠政策。截至6月底，全省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
零售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712 . 05亿元，同比增长10 . 98%；为1187家
旅行社办理了暂退保证金手续，暂退金额7373万元。
　　“我们承租了威海市国资集团的房产，    （下转第三版）

国家网信办发布评估报告

山东网络安全建设水平

位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1年）》（以下简称《报告》），评估了2021年31个省（区、
市）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显示，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山东、天津、福建、湖北、四川等地区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
全国前10名。在网络安全建设水平方面，山东位列全国第1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部署，国家
网信办组织有关单位，会同有关方面跟踪监测各地区、各部门数字化
发展情况，结合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部等部门和机构的统计数据和评价指数，开展了2021
年数字中国发展水平评估工作，重点评估了31个省（区、市）在数字
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网络安
全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报告》指出：“山东加快
推进数字强省建设，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强化数字科创攻
关，深入实施政务服务‘双全双百’提升工程，统筹推动智慧城市和
数字乡村建设。”
  《报告》发布的评价结果显示，在我国31个省（区、市）中，山
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位列第9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列第6名，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位列第7名，数字社会建设水平位列第7名，网络安
全建设水平位列第1名，数字化发展环境建设水平位列第7名。

  □ 本报记者 胡 磊 孙亚飞
         薛良诚

  7月31日早晨，随着气温慢慢升高，
莘县鲁西种苗谷AI（人工智能）智慧种
植大棚的棚顶遮光膜布自动缓缓打开，为
蔬菜撑起了“遮阳伞”。
  “大棚内置的各类传感器会根据当天
的日照时间、强度，以及棚内温度、植物
生长阶段等因素实现智能化无人管理，保
证大棚内资源环境最适宜作物生长。”正
在记录大棚运行情况和果蔬生长状态的技
术员任栋栋介绍。
  “成熟的AI种植系统可以显著提高
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有效减少人工等成
本。预计能为当地大棚蔬菜种植户提升约
15%的经济收益，并节省30%的人工。不
仅如此，智慧种植的蔬果都有一张可追溯

的食品安全‘身份证’，蔬果的品种，种
植、施肥、采摘时间，种植者、销售商等
所有信息，一扫便知。”项目负责人许
伟说。
  这只是聊城矢志追求创新的一个缩
影。聊城市清醒地认识到，想要在新一轮
高质量发展赛道上争先进位，就必须把创
新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轴心”，坚定不
移推进全领域、全流程创新，通过创新打
开新局面、培育新动能，实现弯道超车。
  如今，创新已经在聊城蔚然成风。山
东东阿钢球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勇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近年来，该集团的科研经
费已超1亿元，其中仅钢球检测设备的研
发投入就超过了4000万元。“如今我们拥
有5项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专利，占
据全国70%的高端钢球市场，在亚洲行业
内占据榜首。”

  今年上半年，聊城“四新”投资同比
增长22 . 2%，居全省第四位；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67 . 7%，居全省第二位。
新增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86家、省级以
上创新平台17家；2家企业获批省级技术
转移服务机构，实现零的突破。
  7月27日，在冠县山东乐宝宠物食品
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高端宠物食品项目
一期现场，首批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审批速度比以前快了3个多月，我们享
受到了‘拿地即开工’的政策红利。”公
司副总经理刘振良说。
  刘振良提到的“拿地即开工”，正是

聊城创新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
做法。为了加快建设敢为人先的创新新聊
城，聊城抓牢深化改革总抓手，强化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深化制度创新、流程再造，
按照“改革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责任计量化”的原则，精心谋划，狠抓落
实，各领域改革创新全面起势。
  今年以来，聊城一些原创性、引领
性、标志性的经验正在全国和全省陆续
推广，也被兄弟城市学习：在全国率先
推行市场主体商事登记“四级通办”；
在全省率先提出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审
批，       （下转第四版）

把创新作为新旧动能转换“轴心”，推进全领域、全流程创新，聊城———

创创新新作作轴轴，，崛崛起起强强劲劲引引擎擎

科技赋能发展 创新书写新篇
 相关报道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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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专业，“托起”孩子多彩暑期
多方主体联合探索带娃新招

蹲点

 热点关注·3版 □ 责任编辑 王彤彤 王召群

□记者 徐晨 于新悦 报道

山东支援海南

核酸检测队、采样队出征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8月7日，山东选派由1223名队员组成的核酸
检测队、采样队，赴海南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上图为队员们参加出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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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山东高考共录考生743747名
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计划完成率连续3年达99 . 99%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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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薄克国
   通讯员 尚 亚 报道
  8月8日是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
日”。我省瞄准体育强省建设目标，
举办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全民健身
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促进群众
体育高质量发展。
  8月7日，青岛市全民健身日系列
活动在青岛奥帆中心、五四广场、第
一海水浴场、石老人海水浴场同步举
行。图为市民在奥帆中心参加健步行
活动。

品牌赛事引领

全民健身风潮
 相关报道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