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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8月底，烟台市非公有制经济
金融服务平台共实现融资6亿元，司法行政
与工商业联合会为中小企业建立法律服务
代理机制、“知识产权+法律”全链条综合服
务体系保护创新经济发展、组织专业性的线
上精准对接，提供科技支撑……纾困民营经
济，力挺民企发展。今年以来，烟台市委统
一工作部创新多种方式措施，全力用好非公
有制经济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法律服务和
知识产权服务四大平台，从而有效助推了烟
台非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健康发展。

金融服务平台融资6亿元

位于招远的一家机械设备公司，随着
市场不断扩大，企业资金需求旺盛。但由
于企业属于科技型中小规模公司，轻资产
运行，无抵押物。得知该企业的融资困境
之后，市委统战部协调烟台市非公有制经
济金融服务平台，搭建起民企融资通道。
该平台融资顾问详细调研企业实际情况
后，上报平台融委会。融委会认为该公司

产品创新性好，市场空间大，结合当前企业
扩张期发展特点，为该公司制定了6款落地
性强、组合操作企业可增获400万元授信
的融资方案。量身定制，专业操作，多种融
资解决方案，保姆式服务，这是平台为该公
司融资过程的真实体现。

据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金融服务平台
共办理各类业务659笔，为企业实现融资近
6亿元。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整
合多方资源，创新金融服务生态圈，为烟台
市民营企业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通路。

助企知识产权抵押贷款

与众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一样，还有
更多的民营企业面临着资金瓶颈制约发展
的问题。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非公经济知识产
权服务平台自2015年开始探索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开创了山东省首个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市场化运营项目“科贷保”，并发起成立

“烟台市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联盟”。如今，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已形成自有模式。通
过与银行、担保、保险等金融机构合作，创新
融资模式，引导企业将知识产权向资本转
化。截至2019年底，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已
与10多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合作，办理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超3.5亿元，涉及专
利百余件，惠及企业30余家。2020年疫情
期间，新增融资合同额达1.3亿元。

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服
务，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引入区块链技术，开
发“易智存”知识产权保护区块链电子证据
平台，欲将区块链全面应用到知识产权保
护、司法、公证、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领
域。目前已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电子存
证中，以版权存证、维权存证、商业秘密存
证、电子商务存证、遗嘱存证、验证查询六
大功能版块，为用户提供可以得到司法确
认的不可篡改的电子数字证书。

科技支撑，法律服务

在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推动构建

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
和创造力中，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司法
行政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的职能作用，通过
法律服务平台全面实施服务中小微企业的
法律服务代理机制。由80多名政治素质
高、责任心强、精通相关业务的律师分别组
成了讲师团、人才库，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生产经营等多领域精准服务提供了充分
的法律人力支撑和智力资源。

助推民企发展，科技支撑至关重要。今
年，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已引进的高
层次平台建设，协助组织中科烟台产业技术
研究院2020年度工作研讨会。为入驻产研
院联合实验室的8个平台、4个项目举行了
授牌仪式，创新研发工作正式启动。

记者获悉，在推进驻烟高校服务地方
发展中，该平台组织烟台新旧动能转换研
究院招标，建设农作物与水产动物育种数
据处理平台，投资70余万元，做为我市农
作物、水产动物的育种公共服务平台。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唐鹏斐

融资6亿！护航民企
四大平台助力全市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天一大早，小刘还给我打电话，告
诉我冬青苗要及时排水，一定不能让水淹
了。”说这话的是招远市辛庄镇高家庄子村
贫困户杨正友，而他嘴里所说的小刘，就是
他的扶贫第一责任人、招远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刘慧杰。

记者了解到，2001年，作为三峡移民，
杨正友一家背井离乡从重庆市忠县来到了
招远，开始了新的生活。

搬迁之前，杨正友家里就不是很富裕，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招远，再加上语言沟通
不便等问题，杨正友一家可以说生活得有
点吃力。杨正友本身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妻子冉从淑患尿毒症，每周需要透析两次，

沉重的医疗费用全部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
膀上，日子并不好过。

自从总书记脱贫攻坚的口号提出来
后，2018年8月，作为第一帮扶责任人的招
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刘慧杰同志正式“接
管”了杨正友的生活。刘慧杰告诉记者，摆
在跟前的第一道难关，是贫困户不理解扶
贫政策。为此，他决定扶贫工作就从扶贫
政策宣讲开始，利用周末积极开展入户走
访，为杨正友一家耐心讲解扶贫相关政策
和规定程序。通过多次走访，杨正友一家
与刘慧杰从陌生到了解、到熟悉，最后到有
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与刘慧杰这位第一帮
扶人聊聊。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最关键的第
二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如何帮他们增加收
入，让他们彻底从贫困中走出来。”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刘慧杰冥思苦想好长时间
没想到解决的办法。

2018年8月，刘慧杰在与第二帮扶人、
高家庄子村支部书记徐军亮同志交谈时得
知，高家庄子村具备良好的种植产业优势，
而且高家庄子村现有耕地90%都种植以冬
青苗为主的苗木。刘慧杰脑子里灵光一
闪，“这不就是摆在眼前的脱贫路吗？”说干
就干，针对杨正友家里的情况，刘慧杰为其
量身打造了投入风险小、收入回报高的苗
木育苗项目，并且多次上门，耐心说服担心

钱会打水漂的杨正友一家。杨正友终于同
意先“试一试”。为打消杨正友的后顾之
忧，刘慧杰和徐军亮亲自帮忙联系买了
6000棵苗子，并安排专人把苗子栽到杨正
友地里，徐军亮还特意请来农业方面的专
家给杨正友辅导。不仅如此，刘慧杰和徐
军亮更是为其联系了苗木收购方，解决了
育苗期结束后的销路问题。同时，经与苗
木收购方多次进行沟通争取，最终商定苗
木的前期种植和后期管理费用，可从苗木
收购款项中提前预支，进一步减轻了杨正
友育苗期的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其家庭经
济负担。

刘慧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棵苗子
1.3元，6000棵一共是7800元，三年后按照
目前行情每棵30元来算的话，除去各种费
用三万元，预计纯收入能在15万元左右；不
仅如此，杨正友在支部书记徐军亮的指导
下又从这6000棵冬青球提取了4万棵冬青
扦插苗，如果还按照目前的行情价格来说，
一棵能卖3毛钱，这又是一万两千元。有了
大苗就有了小苗，真是‘钱生钱，树生树’，
这么如此循环下去，杨正友的日子将会越
来越好过”。

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李建 姜玉玮 摄影报道

“你公司生产的改性塑料保障了湖北省
多家重点医用防护服企业需求，为疫情防控
作出了突出贡献。”炎炎夏日，走进山东道恩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道恩股
份”），一封来自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的感
谢信，摆在展厅的醒目位置。

信中提到的改性塑料，是指聚丙烯熔喷
专用料。疫情期间，道恩生产的熔喷料以过
硬的品质和质量赢得客户的青睐，成为熔喷
料市场上的技术引领者和质量标杆。同时，
从源头上坚持不涨价，主动增加产能并投放
市场，为平抑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

熔喷料是道恩三个“国内第一”产品之
一。作为一家研发驱动型高分子新材料企
业，道恩多年来着眼前瞻性技术，布局高端
制造，将国际先进的材料实行国产化替代，
不断突破“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关键
核心技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无论是在上万米的高空，还是数千米的
地下，抑或路面奔驰的汽车、救死扶伤的医
院，“道恩制造”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改变着
生活，影响着你我。

热塑性弹性体
跻身世界橡胶升级品先进行列

橡胶是一种重要的全球战略性物资，广
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传统
橡胶也面临着黑色污染、不可回收的两大世
界性难题。因此，当环保无毒又加工方便的
热塑性弹性体（TPV）面世后，就被作为传统

橡胶的升级品而受到各方关注。但放眼全
球，也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每
吨售价达到5万—6万元。

2002年，道恩股份通过校企合作，启动
了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TPV）这一位居世
界前沿的研发课题，不惜投入巨额科研经
费，经过艰苦的科研技术攻关，成功攻克了
万吨级TPV的制备关键工艺技术，并顺利投
产达产，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打破美、日等
少数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2008年，该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2016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金奖。道恩
TPV产品的横空出世，还迅速拉低了TPV
产品的市场价。

“我们的TPV是代表国家橡胶领域走在
国际前沿的一项技术，代表着国家的技术水
准。”道恩股份总经理田洪池博士说道。

氢化丁腈
十年磨剑攻克“卡脖子”技术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分子与分子间正在
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山东道恩特种
弹性体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道恩特弹”)七八
层高的工业化生产装置内，密密麻麻的容器
里正发生着肉眼观察不到的奇妙变化，最终
形成一种叫做氢化丁腈橡胶的产品。

氢化丁腈橡胶（HNBR）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汽车制造、轨道交通、油田开采等领
域，是综合性能最为优异的特种橡胶之一，
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的小品种，也
属于国家战略物资。然而，由于制备难度

大，成为制约我国特种橡胶发展“卡脖子”技
术之一，市场长期由德日两家企业主导。

“制造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就像我们发
面团一样，有了面粉和水，还需要关键的酵
母。在氢化丁腈橡胶生产中，高效的催化剂
就是这个‘酵母’，离开它，整个过程就很难
实现。”道恩特弹总监宋伟比喻道。

2009年，道恩携手北京化工大学，开始
介入实验室研发，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研究选
择性高效催化剂、高效催化加氢工艺等。
2017年正式立项建设。十年磨一剑，到了
2019年6月，HNBR终于从实验室研究成果
走向了产业化，并最终发展为产业化平台。
量产后，道恩的HNBR产量达到3000吨，位
居国内第一，价格也“腰斩”，从每吨四五十万
元降低到每吨20万元左右。

未来战略
聚焦一圈一链做强两大产业

一起企业并购，透露出道恩未来的发展
战略：今年7月，专注新材料的道恩，并购了
一家无纺布生产企业，聚焦聚丙烯产品，布
局卫生领域。“现在我们更加注重打造产业
链，强化中间，向两头延伸。”田洪池说。

立足做专做强，道恩集团确定了“聚焦
一圈一链，做强两大产业，做精关联产业，实

现三化六百亿”的战略目标。
一方面，道恩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借助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打造化塑产
业生态圈，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另一方面打
造高端聚丙烯全产业链，做强高分子新材料
和钛白粉产业，做精商贸物流、煤炭工贸、金
融服务、建筑建材、旅游餐饮等关联产业，做
大实体经济。管理现代化、产业科技化、市场
国际化，确保“十四五”期间销售收入超过600
亿元，为千亿规模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根据
集团公司的战略规划，科学编制了“两园联
动，六区一体”的园区发展规划，着力将龙口
市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和道恩临港产业园建
设成为龙口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作为一家研发驱动型企业，道恩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坚持把协同创新与自主创
新有机结合起来，积蓄做强做大的持久动
力，打造博弈市场大潮的“定海神针”。

道恩先后承担了国家973计划、国家支
撑计划、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
国家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专项等国家和省
部级重大项目28项，累计获得专利百余项、
国家重点新产品5项、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
奖10余项，不仅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同时促进了行业的
技术进步。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晋）９月14日下午，我
市举行2020年烟台市网络安
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网信委
副主任于永信出席活动并致
辞。

于永信指出，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疫情防
控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网络信息
技术大显身手，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积极学习网
络安全知识，努力提高网络安
全意识，自觉加强网络安全防
护，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推动
全市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
全、更加清朗的网络环境。

市直各部门、部分中央和
省属驻烟单位以及各区市网
信部门有关负责人，网络安全
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未来一周，我市将陆续举
办校园日、电信日、法制日、青
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
列主题日以及线上网络安全
知识竞赛、微课展播、广场展
览等活动。

2020年烟台市网络
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逄苗 通讯员 房欣第 摄
影报道）近日，由中集来福士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
集来福士”）为巴西国家石油
公司（简称“巴油”）建造的
M002 GTG发电机模块项目
交付仪式在中集来福士海阳
基地顺利举行。

据悉，M002 GTG项目
共有两个建造模块，每个模
块型长29米，型宽22米，型
高34米，重量约1400吨，完
工后将安装在巴油P71 FP-
SO（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
上，为整个FPSO上部模块区
域提供动力。该项目于2019
年 11月 8日正式开工，建造
历时9个多月，涉及4台透平
机检查、组装、安装。在此期

间，管路专业首次完成了法
兰管理及氦氮测试，同时攻
克了珍珠岩保温、热喷铝防
腐、电气系统预调试等诸多
难题。

建造过程中，中集来福
士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多重挑战，在项目建造
周期短、施工人力资源紧张
的情况下，仍全力以赴地顺
利完成了项目的交付任务。
对此，巴油项目经理Ezekiel
表示，非常感谢项目团队一
直以来付出的努力，尤其是
项目最后4个月的全力奋战
令人感动，同时他对项目组
50万安全工时0事故的项目
成功交付表示高度肯定，并
期待未来与中集来福士能够
继续深度合作。

“烟台造”发电机模块
项目顺利交付

布局高端制造 突破核心技术
道恩着眼前瞻性技术，将国际先进的材料实行国产化替代，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贫困户老杨贫困户老杨
和他的和他的““冬青缘冬青缘””

杨正友在地里摆弄他的冬青苗杨正友在地里摆弄他的冬青苗。。

中集来福士建造的中集来福士建造的发电机模块项目交付发电机模块项目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