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文明历史的能源发展路线告
诉我们，低碳社会是必然选择，而氢是
最理想的替代能源，氢能是目前世界各
国最为关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新能源，
也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的终极能源。
然而氢能这片“宝藏蓝海”，却一度是国
际发达国家的“私家海域”，直到山东冰
轮海卓氢能技术研究院（下称冰轮海卓
研究院）的出现，氢能核心技术与产业
链装备世界版图中，终于有了属于中国
的身影。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引领中国氢能
装备全产业链升级，乃至领跑世界氢能
装备制造业，目前冰轮海卓研究院引发
的蝴蝶效应正在蔓延，中国氢能装备产
业正在从烟台崛起。

逐鹿氢能
功勋冰轮“有中生新”的抉择

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打造
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氢能装备制造全

产业链，需要有国家情怀，有科研实
力，更需要有坚毅、恒心与脚踏实地的
干劲。

“在成立冰轮海卓研究院之前，冰轮
对国内外氢能装备做了大量调研。目前

国内氢制取、提纯、储运、应用等全产业
链条里绝大多数关键装备均为国外进
口，核心技术受发达国家制约，严重桎梏
着中国氢能装备产业的发展步伐。”冰轮
海卓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在冰轮海卓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看
来，逐鹿氢能，不仅源于国家能源消费革
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更是源
于冰轮60多年类装备制造技术优势的
自信。成立于1956年的冰轮，是多元
化、国际化的综合性装备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涵盖低温冷冻、能源化工装备、精密
铸件等产业集群，先后荣膺“中国机械工
业核心竞争力30佳”“中国机械工业100
强”等称号，是名副其实的“装备中国功
勋企业”。

“冰轮一直以来坚持以创新引领企
业发展，创新对于企业，就是今天的比
昨天的好，明年的比今年的好，这是冰
轮的目标。”冰轮相关负责人说，氢能
产业链的制取、储存、运输和应用四大
环节均与冰轮现有核心技术及生产工
艺“市场相近、技术相似、工艺相同”，

“上有近年来国家频繁出台氢能产业政
策的引导与方向，下有冰轮60年的技
术积淀优势，冰轮发展氢能装备，责无
旁贷。” （下转第三版）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才体制改革
为抓手，以产才融合发展为主线，以人才作
用发挥为关键，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招引力
度，激发人才活力，聚力打造体制机制活、服
务环境优、人才发展快的人才发展高地。截
至目前，全市人才总量达到181万人，其中，
高层次人才9.4万人，省级以上重点工程人
才1800多人。

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推出更多实招硬招，不断激活人才存量、
扩大人才增量、提升人才质量，为全市新旧动
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一是在提升人才政策竞争力上下功夫。
瞄准“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目标，立足支持力
度更大、服务措施更优、落实效果更好，在研究
制定“青年人才新政”基础上，重点围绕产才融

合发展，再推出一揽子产业引才新政，打造
“1+N”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政策的系统性和
精准性，构筑强有力的人才发展制度优势。

二是在提升产才融合驱动力上下功夫。
在全省率先实施“产才融合发展十个一行动”，
聚焦全市八大重点产业，构建“每个产业编制
一项产业人才发展规划、制定一项产业人才
支持政策、培育一批产业人才创新创业共同

体、建立一个产业人才信息库，每年开展一批
产业领军人才评选、举办一次产业人才重大
交流对接活动、组织一场产业人才政策宣讲、
开展一轮产业人才（企业）走访、举办一场产业
人才专题招聘，定期发布一套产业人才需求手
册”“十个一”烟台产才融合新模式，紧贴产业链
布局人才链，绘制八大产业人才开发路线图，推
动产才深度融合、互促发展。 （下转第二版）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少娜——

聚焦人才体制改革攻坚
聚力打造人才发展高地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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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向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对原越共中央总
书记黎可漂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全文如下：

惊悉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同志
不幸逝世，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
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越南政府、越南

人民，对黎可漂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向黎可漂同志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黎可漂同志是越南党和国家老一
辈杰出领导人，带领越南人民在越南社
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了巨大
成就。黎可漂同志也是中国党和人民
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为推动构建“长期
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

的中越关系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方高度重视巩固和发扬中越传

统友谊，愿同越方一道，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
和各自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发展。我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
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将取得新成就。

就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逝世

习近平向阮富仲致唁电

“还有一个多月就收了，今年的产量
要比去年好得多。”从花生地里走出，村
民曲桂林脸上挂满笑容。

去年，牟平区水道镇通海村党支部领
办成立了烟台市协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主要种植胶东大花生。他家1.5亩撂荒地
入股，实现增收750元。曲桂林在合作社

“打零工”，还拿到了3000元收入。
像曲桂林一样，通海村已有七成农

户加入到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世代
种植的胶东大花生，如今变成了增收致
富果。

谁曾想，通海村2014年还是省定扶
贫工作重点村，于2017年底实现全村贫
困人口和贫困村脱贫退出。如今，通海
村已成为当地花生合作社联合社的龙头

村，带动周边八个村致富奔小康。
变化，要从2019年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说起。
通海村多山地丘陵，全村共有184

户468人，是个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
小村庄。

“村民年龄偏大，60岁以上的老人占
比超过了65%，村里撂荒地多，一家一户
种地很难挣到钱。”通海村党支部书记曲
凡甲直言，村民增收致富不容易。但村
里有2000亩耕地，3000亩山峦，这是最
大的发展资源，为村集体规模种植、抱团
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

在通海村努力寻找规模种植项目
的同时，镇驻地企业烟台枫林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是花生行业的龙头企业，正

急于扩大出口货源胶东大花生的本地
种植规模。

水道镇是传统的花生出口区，也是
传统的花生产业的重点区，出口方向为
日本。近几十年来，随着种植产业结构
的变化，花生种植品种逐渐杂乱，而日本
厂商对花生品种的要求又十分苛刻，必
须是胶东大花生的代表品种，现有种植
规模已满足不了出口总量的需求。

企业有生产需求，通海村想发展规
模种植，枫林食品和通海村经水道镇党
委“牵线”，一拍即合，达成合作。枫林食
品以高于市场价的标准收购花生，不管

行情如何确保村民不吃亏。
合作敲定了，曲凡甲马上回村连夜召

开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合作社转型和动员
村民入社等事情，“有政府帮忙还有大企
业收购，这合作社肯定靠谱。”第二天，通海
村便召开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暨入股
大会，村民们在村党支部办公室门前排起
了长龙，大家你一股他两股，纷纷加入合作
社。最终，村集体以灌溉设施和办公场所
入社、占股30%，村民以土地入社、占股
70%，共有131户村民入社，占村总户数
的70%。其中，贫困户每户免费获赠1
股，享受合作社发展成果。(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
苗 通讯员 莫言 赵雪）近日，由世
界 品 牌 实 验 室（World Brand
Lab）主办的第十七届“世界品牌大
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2020
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我市
招金、玲珑、鲁花、张裕、威龙5家企
业上榜。从品牌总价值看，今年达
到1721.77亿元,较去年增长14%；
从位次顺序看，招金集团和张裕公
司较去年都上升2位，鲁花集团上
升1位，威龙公司上升26位，实现
了位次前移。

上榜企业的品牌价值和位次
为：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价
值：575.16亿元，排名：97。山东玲
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价值：519.67
亿元，排名：116。山东鲁花集团有
限公司品牌价值：283.17亿元，排
名：238。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品牌价值：257.15亿元，
排名：264。烟台威龙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品牌价值86.62亿元，排
名：452。

据悉，世界品牌实验室是国际
权威的品牌价值研究机构，主席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
尔教授，专家主要来自美国哈佛大
学、英国牛津大学等世界顶级学
府，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分析，一个
区域的竞争实力，主要取决于其比
较优势，而品牌效益直接影响着地
区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展。品牌
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标志，品牌
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的
发展又促进当地品牌的成长。

近年来，我市着力充分发挥品
牌的引领作用，将加强品牌建设作
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
重要手段，注重从加强顶层设计、
培育品牌主体、加大宣传力度等方
面入手，统筹提升各领域品牌建设
工作，成果卓然，成效显著。

创城进行时。YMG全媒体记
者报道了一则新闻《烟台交通志愿者
走上街头为创城助力》，笔者为这种
行为点赞！交通秩序是城市文明的
重要窗口和标志之一。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中，有这么一群人，红
马甲、小黄旗，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在城市的窗口闪耀。

城市，呼唤文明秩序。文明规
劝行动，可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公
共秩序，自觉摒弃不文明行为，努力
营造文明有序的良好交通秩序和公
共秩序。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
圆。”方圆之下有规矩，城市文明秩序，
是检验城市综合指数的一面镜子，能
照出每个人的“德行”。一抹交通“红
袖标”，就能化成流动风景线；多迈一
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就不会狼藉
满地……这一个个“点”，都能折射出
城市是否井然的一个大“面”。

守秩序，讲文明，需要每个烟
台人迅速行动起来。文明出行，看
似事小，实则换来大家方便，个人养
成良好习惯，大家均受益。我市采
取教育、管理、惩罚三措并举，纠正
各类违反交通法规的现象，并培育
和树立一批示范路口的做法，正是
通过“褒贬”让文明出行变成自己的

事、自然的事。
守秩序，讲文明，需要市民能主

动排队、主动让座。我市公共场所广
泛开展文明排队引导活动，意在引导
市民自觉排队、主动礼让。良好的秩
序是传承文明的好方式——“今天
我为你，明日你为我”“我让座，我快
乐”，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时主动为老、
弱、病、残、孕等乘客让座，体现的正
是文明秩序开出的道德之花。

守秩序，讲文明，还需加强公共
场所礼仪。公共秩序，是城市文明的
最直接反映，在电影院、图书馆、体育
馆、会堂等公共场所，市民当主动戴
口罩，并积极投入文明劝导活动中
来，抵制衣冠不整、言行粗暴、大声喧
哗等不文明行为，营造文明、有序、优
雅的公共环境。

守秩序，讲文明，且莫忘爱护公
物这重要一环。我市广泛开展的爱
护公共设施，倡导市民主动劝阻和举
报损坏公共设施的人和事，自觉抵制
损坏公物、非法占用公共资源现象正
合时宜，体现的也正是呵护文明秩序
的精髓。

城市文明秩序，是反射城市文
明程度的最好镜子，能照出一座城市
的精神风貌——和谐、文明、干净、安
全、舒适，昭示着烟台拒绝“短板”；有
爱心、讲文明、守秩序，彰显着烟台市
民应有的风范。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
为之。文明出行、主动让座、爱护公
物等，这些都是城市文明秩序的最好
表达。我们呼吁所有烟台人都能守
秩序，讲文明，实际就是在期盼烟台
出现更多文明行为。因为，有序之
城，更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文明魅力。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安
益 通讯员 焉卫轩）记者昨日从烟
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8月
5日，烟台海关在对由澳大利亚出
发途经菲律宾至烟台港的外籍货
轮登临检疫过程中，发现船上1名
菲律宾籍船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8月6日下午，该船员由120
负压救护车从货轮点对点转运至

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治疗。
8月7日，经市疾控中心复核

为核酸检测阳性，综合流行病学
史、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
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同船
其余船员20人（均为外籍），全部
在货轮上实施隔离观察。确诊船
员从登临检疫到专车转运到隔离
诊疗，实行全程闭环管理。

依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科研院所+企业”发展模式，从省定
扶贫工作重点村变身致富带头村，看——

通海村的“逆袭”之路
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实习生 张翼 通讯员 牟轩伟 左一惠

⑨⑨

成立仅一年的山东冰轮海卓氢能技术研究院，积极推进氢能关键设备的
国产化进程，多项技术应用打破国外垄断——

烟企助力“中国氢谷”建设
YMG全媒体记者 杨诗星 通讯员 王立群 摄影报道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

烟台5家企业上榜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文明有序
映照美好“德行”

□姜春康

氢气循环泵装配生产线氢气循环泵装配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