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城村新上海上游艇了。”7月24
日，当记者来到长岛北长山乡时，乡村
振兴“老典型”北城村又传来了好消息，
将党支部领办渔业专业合作社的优势，
延伸到海上旅游休闲产业，北城“党建
统领、村社互动、抱团致富”之路正越
走越宽。

抱团闯市场
小扇贝带来亿元增收

北城村，因村北有处汉唐古城遗址
而得名。依海而生的北城人，世代发展
的扇贝养殖和海参育保苗业，成为传统
支柱产业。

然而，2012年以来，扇贝养殖面积
过度增长，养殖户又不懂科学养殖，扇贝
大面积死亡。再加上渔民多是一家一户
分散经营，议价权握在采购商手里。扇
贝收获的季节性又很强，采购商使劲儿
压价，最便宜的时候才几毛钱。产业发
展陷入“养得越多、陪得越多”的连年亏
损境地。

“局面的改变，要从顾兆国书记带
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说起，”。村民王
惠安深有感触地说。2012年，村党支部
发起成立北城渔业专业合作社，带领村
民“抱团闯市场”，将扇贝的定价权掌控
在自己手中，实行生产物资供应、苗种
采供保障和定价收购销售等一条龙服

务，不仅稳定了市场，还提高了养殖户
的抗风险能力。

北城村党支部书记、北城渔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顾兆国算了一笔账：
合作社成立后，扇贝价格稳定在2.5—
3 元/斤，价格能比外地购货商高出
0.5—1元钱/斤。不说别人，就王惠安
家的两万笼扇贝，一年光增收就有20
多万元。

掌控议价权后，村里开始从传统的扇
贝养殖业向扇贝加工业延伸。短短几
年，由最初没有厂房，没有冷冻设备，养
殖户单打独斗，到现在日最大扇贝加工
能力达到350万斤，占据了全国75%以上
的栉孔扇贝产量及市场。（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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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工业与互联网结合，打造一
个工业设计平台，将有需求企业和提供
产品研发设计全面解决方案的供给端协
同起来，在云端上开展设计、评审、合作，
那对工业现代化来说，这一创造模式将
是革命式的。

这种革命式的发起者，正是橙色云设
计有限公司。早在2015年，橙色云就提
出利用互联网协作解决复杂工业设计难
题，如今，经过五年发展，橙色云打造了全
球首个工业产品研发设计协同平台Or-
angeCDS，聚合了全球的智力资源，吸引
了24万个研发设计资源在线高效协作，
解决企业研发项目数量达4000个，已累
计发布工业项目订单总额达8.35亿元。

“我们公司成立的初衷，即利用互联
网跨地域的汇集人类智慧，在线协同在
云端开展工业产品研发设计。”昨天上
午，在橙色云的工业互联网一楼展示大
厅，公司总经理赵迎芳女士给记者介绍
了橙色云的创新模式。

赵迎芳介绍，通俗地说，以往都是各
个企业自家的研发团队解决自家的问
题，研发资源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封闭
的，解决问题自然要难得多。为了让企
业实现高效设计，橙色云率先提出“协同
研发设计模式”和“为客户提供工业研发
设计整体解决方案”。

相较传统的封闭式理念，橙色云设
计平台则是开放式的，可以将全球的智
力资源聚集在这个平台上。赵迎芳提
到，橙色云平台积累的24万个研发设计

资源，由全球各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海外
专家人才、院士等组成。对于企业的需
求，专家们在线集体协作，共同解决难题。
并且橙色云还提供一套部署在云端的研

发设计环境，比如专业的设计软件和仿真
软件等，均搭载在橙色云设计平台云端
上，设计人员登录平台可在全球任何地方
使用并轻松进入设计状态，（下转第三版）

推进经济园区体制改革，是省委省政
府部署的重大任务，是我市加快建设新时
代改革开放高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也是全市15项改革攻坚之一。市推
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按照
省、市委工作要求，不等不靠、聚力攻坚，加
快推进8个非试点园区改革，通过改革攻
坚“一张网”，及时进行进度分析、督察督
办、智能预警、综合评价，集中突破18个改
革攻坚点，促进园区聚焦主业、重塑优势、
创新发展。

一是破除“三个顽症”。聚焦用人制度
固化“顽症”，推行全员聘任制，自主设置聘
任制岗位，面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进行公
开招聘，实行任期制和末位淘汰制，形成人

员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的竞争性选人
用人格局。聚焦薪酬制度僵化“顽症”，打破
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实行总量控制、薪随
岗动、以岗定薪、优绩优酬，创新绩效考核机
制，拉开分配档次，树立“奖勤罚懒、奖优罚
劣”的鲜明导向。对高层次专业人才（团
队），采取“一人一策、一队一策、立项管理”
的办法，探索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分
配方式。聚焦审批制度同化“顽症”，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和流程再造，试行“标准地”招
商、项目审批“自我声明制”“拿地即开工”等
审批模式，全面推行“一窗办”“一链办”“一
网办”“容缺办”，最大限度减少环节、降低成
本、简化手续，最大程度改进服务、提高效
能，努力打造一流服务环境、营商环境。

二是实现“两个突破”。第一，在推进
市场化上实现突破。全面推行“党工委（管
委会）+”体制，改组、组建、引进专业运营
公司或专业服务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承担园区开发建设、投资运营、“双招双
引”、专业化服务等职能。支持有实力的企
业，通过组建企业联盟、理事会等方式，对
园区实行整体化建设运营或建设管理运营

“区中园”，变“政府主导”为“企业主营”。
第二，在去除行政化上实现突破。剥离社
会事务管理职能，对可由所在地政府行使
管理职能的社会事务，全面剥离移交至属
地政府承接，促进园区回归主业、轻装上
阵。实行“大部门、扁平化”管理，整合归并
内设机构。

三是达到“两个率先”。在时间进度
上，率先在全省完成改革任务。对照省里
确定的实施步骤，分步推进、对账盘点，每一
步都要走在前面、争取主动，力争10月底前
改革任务全面完成、11月底前完成自我评
估，为省里12月全面总结和评估做好准
备。在效果形成上，率先在全省显现改革
成效。坚持以实绩评实效、以实干促攻坚，
通过改革推动园区创出新机制、焕发新活
力，力争内设机构、员额总数分别压减40%、
50%以上，在“双招双引”、科技创新、政务服
务、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主
要经济指标争取在全省全国同类园区中走
在前列。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整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
寿锐 通讯员 封涛）记者从市委编
办获悉，烟台市事业单位考核委员
会办公室利用1个月时间，圆满完
成了对市直10家公立医院、22所
学校、13个窗口单位的现场满意度
调查工作。

作为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群众
满意度调查的重要内容，上半年调
查结果将按比例记入2020年度事
业单位绩效考核总分。调查工作
中，市事考办严格落实“四不两直”
工作法，并通过引入第三方、与群
众面对面等方式，切实排除干扰因
素，保证调查过程客观公正、结果
精准真实。

据悉，今年调查工作招标确定
第三方，保证调查客观公正。市委
编办会同市财政部门，通过招投标
方式引入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调
查机构，具体负责现场满意度调查
的实施。实施过程中，第三方调查
员独立开展调查工作，事考办监督
员进行现场监督，并及时协调处理
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调查
顺利推进，过程客观公正。调查问
卷现场封存，后期在市事考办工作
人员监督下拆封汇总、计算成绩，
调查过程中，与调查对象面对面，

力求结果精准真实。现场满意度
调查根据医院日均诊疗人次、学校
在校学生数量、窗口单位业务量等
确定调查样本数量，总样本量达
4200余个。调查过程中，调查人
员与事业单位服务对象面对面交
流，切实了解其对事业单位服务质
量、服务效能等方面的真实感受，
听取其对事业单位服务总体情况
的意见。调查样本充分体现被调
查对象差异性，注重性别、年龄、职
业、文化程度、区域性等不同分布
结构，力求调查结果精准反映事业
单位公益服务质量水平。

此外，今年调查工作采取“四
不两直”工作法，排除其他干扰因
素。现场满意度调查严格落实“四
不两直”工作法，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事业单位陪同
接待，直奔事业单位、直插服务现
场。调查人员出具满意度调查介
绍信，规范佩戴由市事考办统一印
制的工作证，耐心细致做好沟通解
释工作，争取服务对象支持配合，
真正做到不影响事业单位正常工
作，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确保采集
真实数据，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年
终绩效考核真正考出实效提供有
力保证。

最近，我国高温天
气异常“火热”，多地呈

“烧烤模式”，高温暴晒
考验人们的体力和意
志。7月30日的《烟台
日报》报道了这样一则
新闻——《高温下他们
挥汗如雨忙施工》，就

让人很感动。
酷暑之下，从事建筑、环卫、快递、交警、铁路巡

护、高空作业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顶烈日高温作
业，容易引发中暑甚至危及生命。他们，值得尊敬，
更应该被给予特殊照顾。早在2012年6月，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制定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在高温下劳动，有获得高温
津贴、缩短工作时间乃至停工休息等权利。

制度关怀，更显情怀。将关怀严格落实到位，
更考验企业“良心”和部门执行力。遗憾的是，虽然
我国多地发出高温劳动者保护令，但发放不到位情
况依然存在。不少高温作业劳动者一方面承受着
超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还得不到必要的津
贴补助。

劳动者的“清凉权”不容忽视。一些单位明知
道支付高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假装不
知，只有被批评被责令整改时才行动，查处不到就
省下这笔高温费。毫无疑问，这样的被动作为不利
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大用人单位违
法成本迫在眉睫。只有提高违法成本，让违反规定
的用人单位真正感受到“痛”，才能阻止他们在保护
高温作业劳动者的高压线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劳动者反映，有些城市的企业存在拿西瓜、绿豆
汤替代高温津贴的情况，一些地方甚至有拖欠“高
温津贴”的问题。拿绿豆汤当高温津贴，本身就是
对政策的误读，千万不可容其错上加错。

高温津贴是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权益，对企业
来说，不发报酬是违法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实际
生活中，很少有劳动者通过起诉来解决此类问题，
即便有主张高温津贴的，也是在起诉拖欠工资等
劳动待遇时“顺带”主张，这样的维权困境不利于
劳动者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呼
吁，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畅通举报通道，认
真查纠违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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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北城村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拥有了全国75%以上的
栉孔扇贝产量及市场，推动了海上游产业走公司化经营模式——

“抱团致富”有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通讯员 王清东

以“云”为媒全球共解工业难题
橙色云累计发布工业项目订单总额达8.35亿元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摄影报道

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财经办主任、改革办副主任王松杰——

确保经济园区体制改革走在前列

访谈

智能制造和机床展会上智能制造和机床展会上，，橙色云一体化解决方案受到客户青睐橙色云一体化解决方案受到客户青睐。。

市直事业单位上半年
现场满意度调查完成

●2012年，村党支部发起成立
北城渔业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抱
团闯市场”，将扇贝的定价权掌控在
自己手中不仅稳定了市场，还提高
了养殖户的抗风险能力。

●有了党支部领办的渔业专
业合作社的成功运作，富起来的
北城村发展底气更足了，把取得
的北城模式经验应用到旅游行
业，发挥党支部核心引领作用，主
动推动海上游产业走规范化、公
司化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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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企业开发出世界第一款L4级智能
无人驾驶扫路机器人

定义环卫作业
“无人驾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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