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青岛市城阳区，“海水稻”大田试种开镰测产。

青岛“海水稻”大田试种开镰测产
亩产 261.39公斤，大田试种取得初步成功，力争 2020年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

本报青岛讯 春华秋实，四个月
前在全国多地试种的青岛“海水稻”
迎来收获季节。 近日，在青岛市城阳
区上马街道的滨海小流域盐碱地，耐
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开镰收割，
现场测评亩产达到 261.39公斤。 这
标志着“海水稻”在这片盐碱地上的
大田试种取得初步成功，也意味着以
城阳区桃源河畔为代表的滨海小流
域盐碱地经改造可变为良田。

今年 5 月 28 日，“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团队在城阳区滨海盐碱地
稻作改良示范基地启动“中华拓荒人
计划”。 当天，喀什岳普湖、黑龙江大
庆、东营军马场、青岛城阳、浙江温
州、陕西延安南泥湾等全国六处稻作
改良试验示范基地同时进行“海水
稻”插秧，开展耐盐碱水稻品种审定
区域种植试验和盐碱地稻作改良技
术应用示范。

被纳入首批“海水稻”大田试种
试点的城阳区桃源河畔盐碱地，曾是
稻香十里的万亩良田。 上世纪 60年
代，受气候等影响，河水漫堤，海水倒
灌， 导致该区域中度盐碱， 土壤 pH
值达 8.1， 全盐含量达到 5.3‰以上，

成为一片荒芜之地。去年 11月，城阳
区上马街道与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
中心达成合作， 在测定土壤养分、盐

碱度等指标后，采用“四维改良法”对
盐碱地进行改造，并决定挑选编号为
“YC-1803” 的耐盐碱水稻品种进行

试种。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此次城阳

测产采用人工收割的方式， 现场完成
收割、脱粒、称重、去杂、水分测定等多
道工序。 来自青岛农科院、 青岛农业
大学、 东营农科院和中科院东北地理
所等机构的七位专家组成的验收小
组, 现场汇总所有数据后计算出亩产
量。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种植运
营部主任张明表示， 下一步技术团队
将在区试和生产性试验上继续尝试，
争取早日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力争在
2020年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城阳区
滨海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基地项目负
责人陈超表示， 城阳区将沿桃源河两
岸打造稻作改良基地综合配套产业
园,一期计划开工 1000亩,主要包括数
字展厅、实验种植田等内容。

当天, 与城阳区同步进行耐盐碱
水稻收割测产的还有黑龙江大庆基
地、新疆喀什基地。 其中，喀什基地亩
产量为 549公斤， 大庆基地亩产量为
210公斤。 另据介绍， 此前的 9月 28
日，温州苍南、延安南泥湾两处基地也
已完成耐盐碱水稻测产， 亩产分别为
175.5公斤、588公斤。 （肖芳）

海阳核电 1号机
组具备商运条件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海阳核电 1号
机组通过 168 小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
验，系统、设备运行平稳，具备投入商业
运行条件，这也是山东具备商运条件的
首台核电机组。

海阳核电 1 号机组采用具有先进
非能动安全系统设计的三代核电技术，
额定容量 1253兆瓦， 并与浙江三门核
电一起被选定为中国核电 AP1000三代
核电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标志性项目，
承接中国核电自主化重任。 海阳核电项
目地处胶东半岛电力负荷中心，不仅可
以有效缓解青烟威地区的电力紧张形
势， 还有助于完善强化区域电网架构，
提升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支撑社会经济
发展。 （左丰岐）

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年底前开展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建设“爱山东”客户端

政务服务事项将全面网上运行
本报济南讯 在推进全省政务

服务“一张网”的基础上，山东将全
面接入国家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省政府常务
会议上获悉，2018年年底前，山东政
务服务平台将开展与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对接。

近年来， 山东不断加快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 今年 9月，山东省政务
服务中心正式运行， 标志着覆盖省
市县乡四级的政务服务体系形成，
群众办事由“一事跑多窗”变为“一
窗办多事”,由“跑部门”转变为“跑政
府”，实现了“多门”变“一门”。

根据部署，2018年年底前，山东
将进一步完善省市政务服务平台，
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对接，开
展统一政务服务门户、 统一政务服
务事项管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
子印章、 统一电子证照的建设及试
点应用。

2019年年底前， 深入开展与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协同应用， 进一步
规范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完善政务
服务标准体系、 安全保障体系以及
运营管理体系。 2022年年底前，政务
服务事项办理做到标准统一、 整体
联动、业务协同，各类政务服务事项

全部纳入平台运行和管理， 全面实
现“一网通办”。

在加快推进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的同时， 山东将进一步
提升服务效能， 依托国家统一政务
服务门户建设山东站点， 梳理省级
主要政务服务应用， 在国家平台上
部署并提供服务。

山东将全面推动政务服务事项
上网运行， 将所有行政权力事项和
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务服务平台管
理，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 依托统一
政务服务门户， 山东将积极推进行
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

裁决、行政奖励、其他行政权力等 6
类行政权力事项和依申请办理公共
服务事项的网上受理， 不断提高网
上办理深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实现
网上服务全覆盖。

针对广大群众对移动服务需求
日益增长的状况，山东将建设全省统
一的“爱山东”政务服务移动客户端，
对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推动
教育、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住房、交通等覆盖范围广、应用频
率高的政务服务事项向移动端延伸
服务，实现“掌上办”“指尖办”。

（袁涛 王川）

山东绘就新能源产业发展蓝图———

2028年新能源产业总产值超万亿
用 5-10年， 建成以创新引领、智

能高效、龙头带动、集群发展为核心特
征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体系， 把新能源
产业发展打造成为山东重要支柱产业
……日前印发的《山东省新能源产业
发展规划 (2018-2028 年)》(以下简称
《规划》), 明确了山东新能源行业在未
来十年的规划目标、 工作任务和重要
项目。

明确产业规模等发展目标

《规划》明确了未来山东新能源
产业规模、应用规模、自主创新能力、
产业聚集度等发展目标。 到 2022年，
全省新能源产业总产值力争达到
7000 亿元 ， 产业增加值力争达到
2400亿元。到 2028年，新能源产业总
产值、增加值力争分别达到 12000 亿
元和 4000亿元， 成为全省新的重要
支柱产业。

新能源应用规模不断提高。 到
2022年, 全省全口径新能源开发利用

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至 9%左右，
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400 万千
瓦左右，占省内电力装机的 30%左右。
到 2028年，全省全口径新能源开发利
用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力争提高至
15%左右， 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500
万千瓦左右， 占省内电力装机的 40%
左右。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到 2022
年， 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投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 3%以上，重点骨
干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达到 5%左
右；到 2028年，全省新能源产业技术
研发投入占比提高到 5%以上。

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大幅提升。 到
2022年， 打造 5个年产值过千亿元、
在全国竞争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集
群，培育 10家产值过百亿的全国知名
的龙头骨干企业， 带动培育一批专、
精、特、新的配套企业。

打造“3435”产业发展体系

根据《规划》，山东将结合自身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做大做强 3大重
点产业，优化提升 4大优势产业，加快
布局 3大前沿产业， 加快新能源在电
力、热力、交通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培
育壮大 5 大特色产业集群 ， 打造
"3435"新能源产业发展体系，建设具
有国内尖端水平和全球影响力的新能
源研发、检验检测和产业发展高地。

聚焦新能源汽车、核电、智能电
网及储能 3 大重点产业。《规划》提
出,到 2022年，建成济南、青岛、淄博、
烟台、潍坊、聊城等一批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聚区，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50
万辆左右， 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达
2500亿元。

加快提升热泵、太阳能、风电、生
物质能 4大优势产业。 到 2022年，全
省热泵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500亿元，
太阳能产业产值力争达到 500亿元，
风电产业产值力争达到 600亿元，生
物质能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400亿元。

加快布局前沿性产业。 突出新能

源行业战略引领作用， 瞄准新能源产
业发展趋势，加大科技投入，着力培育
氢能、可燃冰、海洋能等前沿性、先导
性新能源产业发展。

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核电装备产业集群、智能电网及储能
产业集群、氢能产业集群、海上风电
制造与应用产业集群等 5 大产业集
群。

重点推进 5大工程

根据《规划》，山东将以工程的办
法推进新能源产业健康持续快速发
展。重点推进创新能力提升、质量品牌
建设、产业与应用融合示范、区域能源
转型示范、“互联网 +” 智慧能源等 5
大工程。

推进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整合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以及骨干企业等优势单位资源， 搭建
一批对全省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引领
带动作用的高层次公共技术创新服务

平台；质量品牌建设工程，完善新能源
企业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提升企业质
量控制能力，加强品牌培育；产业与应
用融合示范工程， 围绕加快新能源推
广应用与提升新能源装备制造水平，
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在一
定区域内集聚， 加快产业链向上下游
延伸，提高产业区域配套水平；区域能
源转型示范工程， 在可再生资源条件
好、发展潜力大、管理有基础、经济承
受能力强的区域,通过统筹规划、优化
设计、系统集成、体制机制创新，因地
制宜实施传统能源与风能、太阳能、地
热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协同
开发利用；“互联网 +” 智慧能源示范
工程，以青岛中德生态园、济南积成工
业园、 泰安泰开工业南区等国家级新
能源微电网、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
工程为引领， 在产业园区、 大型商务
区、 大学城、 交通枢纽中心等重点区
域， 加强终端供能系统统筹规划和一
体化建设。

（杜文景）

东西跑道正式贯通
青岛新机场
年底具备

初步验收条件

本报青岛讯 近日， 正在建设中
的青岛新机场工程一期东、西跑道正式
贯通， 为 2019年新机场转场运营奠定
了基础。 根据计划，今年年底前，新机场
工程将基本完工，具备初步验收条件。

据悉，青岛新机场工程一期共建设
两条独立运行的平行远距跑道。 其中，
东跑道长 3600 米、宽 60 米，飞行区等
级为国际最高 4F，可起降当前最大空客
380、波音 747机型；西跑道长 3600米、
宽 45米，飞行区等级 4E。 机坪一期设
计机位总数 178个，站坪区域近机位为
76个，是国内同类机场中近机位数量最
多的机场。 （白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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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45条政策支持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济南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固树立和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 切实解决当前实
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近日，山东结合本省实际，从降
本增效、创新创业、产业升级、双招
双引、金融支持等 8方面制定 45条
政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降本增效

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
准，降低印花税税负，降低企业用能
成本，降低企业社保费率。

对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内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旧动能转换重
点行业(项目)，在国家批复额度内，
优先对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留
抵税额予以退税。

创新创业

加大科研奖励力度，2019年起，
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
发计划等项目的单位， 每个项目最
高奖 60万元。

改革完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
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分配机制， 落实
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的收益权、分
配权、处置权，增加科研人员在收入
分配中的比重。

产业升级

确保“十强”产业都有基金支持,
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按规定可采
用直投等方式支持相关重大项目建
设。

鼓励企业实施技术改造，2018
年 1 月 1 日后完工的技改项目，符
合一定条件，并经有关部门核实，按
企业技术改造后产生的地方新增财
力的 50%连续 3 年全部奖补给企
业。

加快化工园区和重点监控点认
定工作进度，2018 年年底前基本完
成重点监控点认定工作。 以化工生
产企业新一轮评级评价为抓手，倒
逼企业转型升级。

双招双引

加大重大外资项目引进力度，
最高奖励 1亿元。 鼓励各市在法定
权限内出台新的招商引资激励政
策。

鼓励企业绘制专利、 人才地图,
开展知识产权专利导航,2018 年 10
月 1日起,市、县级财政按照实际发
生费用的 50%给予企业补助,最高不
超过 50万元。

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
度， 对企业急需的外国人才提供更
便利的来华工作许可管理服务。 给
予外国高端人才办理 3年及以上工
作许可延期， 给予外国专业人才办
理 2年工作许可延期。

（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