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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10月28日，全市文明村镇创建暨
乡村文化振兴现场推进会在牟平
区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
永信出席会议并讲话。

于永信指出，文明村镇创建自
实施以来，全市各级立足实际、积
极作为、扎实推进，不断在领导机
制、活动载体、典型示范等方面用
心用力，各项工作迈出了新步伐，
取得了新成效。

于永信强调，文明村镇创建是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

识，切实摆上重要位置。要抓住重
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
环节，从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紧
迫、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力强
化思想引领、着力提升农民精神风
貌、着力改善乡风民风、着力丰富文
化生活、着力优化人居环境，千方百
计提升创建质量，增强工作实效，提
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全市戏曲
进乡村工作。会议期间，实地观摩
了牟平区龙泉镇丁家庄村、南岘
村、邹家庄村，牟平区文化大集等
工作现场。

全市文明村镇创建暨乡村
文化振兴现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
鸿云）10月28日，省委统一战线工
作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琥
来我市调研统一战线工作。市委
常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金志海
陪同调研。

李琥一行先后前往杰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创互联网产
业园、海信社区、合卢寺、福山文博
苑进行实地调研，并听取相关工作
汇报。

李琥对烟台统一战线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指出，烟台市委高
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切实加强
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积极
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扎实
推进民主党派、民营经济、民族宗

教等重点领域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绩。希望烟台市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适应新形势
新变化，不断创新统一战线工作的
方式方法，进一步发挥优势、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开创统一战线工
作新局面。

金志海表示，烟台统一战线工
作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按照省委
统一战线工作部部署要求，坚持以
政治为统领、以文化为纽带、以大
团结大联合为主题、以联谊活动为
载体，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制度建
设、文化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文
明行为建设，推动各领域工作再上
新的台阶。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调研组来我市调研

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
烟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请，于2020年10月28日任命：

胡志德为烟台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0月28日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7号）

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江敦斌的提请，于2020年10月28日免
去：

王加松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陈勇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梁科兴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林文江、宫殿基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副庭长

职务；
苏宁雪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王树奎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0月28日

（第88号）

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邵汝卿的提请，于2020年10月28日批准
任命：

于相富为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于相富的蓬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自

然免除，曹仲海的长岛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自然免除。
特此公告。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0月28日

（第89号）

昨日，从市场监管局传来消息，今年
1-8月，全市医药产业重点企业实现总收
入379.38亿元。其中，工业重点企业销
售收入107.29亿元，同比增长9.41%，产
业运行基本平稳。

骨干企业
龙头带动作用凸显

医药产业实现平稳发展，关键在于骨
干企业快速成长。目前，全市共有药品生
产企业42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57家，
化妆品生产企业9家，药品包装材料生产
企业24家，药品经营企业4164家。拥有
规模以上企业100家，销售收入过亿元生
产企业26家。

当前，绿叶集团、东诚药业和蓬莱诺
康进入2019年度中国化药企业百强，迈
百瑞入选成为

2019年度中国CRO
（含 CDMO）企业
20 强，瑞康医
药 上 榜 2019
中 国 企 业
500强，销售
收入位居全
国医药流通
行业前十 。
其中，绿叶制
药是致力于创
新药物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际
化制药公司，拥有40
多个中国在研药物和10
多个海外在研药物，现有30余
个上市产品，产品覆盖肿瘤、中枢神
经、心血管、消化及代谢等规模最大及增
长速度最快的治疗领域，业务遍及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瑞康医药是中国最

具活力的医疗健康生态资源整合
者，业务几乎覆盖所有规模以上

国内外生产厂商的药械流通
领军企业；东诚药业生化
原料药出品全国第一、核
素药物国内市场占有率
位居前列；荣昌生物高
度专注于研发创制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性基因工程药物，在自
身免疫、肿瘤、眼科等重

大疾病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科研成果，创制出一批具有重

大临床价值的生物新药。新时
代是全省最大的保健食品和化妆品

生
产企业，

规划年产能可
达300亿元；石药百克发展迅猛，预计到
2022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成为石
药集团除总部外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
企业；宏远氧业是国内一流的独角兽企
业、国内最大的医用高压氧舱生产企业，
占据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迅速崛
起的行业领军企业，强势引领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高速发展。

创新引领
赢得竞争制高点

医药产业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支
撑。目前，全市有10个项目列入十三五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4个
品种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涌现出了

“希美纳”“恩度”“津优力”“低分子肝素”

等一批创新性产品，微球、透皮释药、脂质
体技术、抗体偶联药物技术、生物药CD-
MO技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绿叶制药
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利斯的明透皮
贴剂（金斯明）”在中国获得上市批准，目
前有12种在研新药进入临床阶段，其治
疗精神分裂症的“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
球”在中美两国提交上市申请，其生产基
地零缺陷通过美国FDA上市批准前检
查，制剂在美获批上市再近一步；抗抑郁
新药“LY03005”上市申请在美国受理，在
中国即将完成Ⅲ期临床试验。荣昌生物
在研新药10余个，有5个Ⅰ类新药进入
临床阶段，3个入选国家十三五“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在我市，医药产业创新要素集聚成
势。全市有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和烟台
业达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孵化中心两个创
新孵化基地。烟台国际生物科技园已经
引进中小微创新型创业企业上百家，入驻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
2019年，投资4.18亿元的烟台医药与健
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成运行，目前为企
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服务14000余次，带动
区域引进新项目30余个。投资6.1亿元
的烟台业达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孵化中心
今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入孵企业市
值已超过3亿元。全市培育和引进生物
医药领域省级以上重点工程人才83人，

有研发生产管理经验丰富的博士60余
人，裴钢、丁健、房健民、李又欣、罗永
章、李兴祥、罗恩·巴比克等知名国
内外专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智力支撑。

高点规划
打造医药战略新兴集群

高效、有力的扶持政策，是烟台医药
产业崛起的又一关键因素。

近年来，我市陆续出台一系列奖励扶
持政策，对创新药械研发、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国际国内认证等给予最高500万元
的奖励或补贴，对引入核心技术、配置核
心研发团队的，给予最高1亿元资助。三
年来，市级财政累计直接奖补资金约
4000万元。

在产业规划方面，我市高标准编制
《烟台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20-
2025年）》，明确了重点领域和目标，目前
已对规划进行会签并召开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规划专题座谈会，收集反馈意见对规
划进行修改，目前修改后的规划及相关情
况已上报完成。编制《烟台市生物医药产
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初稿，拟以规划为
引领，通过打通产业链、建设服务平台、培
育龙头企业、打造专业园区、完善政策体
系和举办重大活动6个途径，打造国家级
生物医药战略新兴集群。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孙洪安

全市医药产业重点企业前8个月实现总收入379.38亿元——

烟台医药产业发力“冲刺跑”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您好！
烟台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入户摸底工作将告一段落，在
此感谢您在这段时间给予各级
普查机构与普查员们的支持与
配合。您在本次人口普查中所
填报的内容是重要的人口基础
信息，将直接影响未来收入、消
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
保障等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也影
响到烟台市的教育和医疗机构
布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设施建
设、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城镇
住房供给、城乡道路建设等与您
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11 月 1 日开始人口普查正
式入户登记，如果普查员还没有
到您家进行过入户摸底，请联系
各区市人普办预约入户时间，尽
快完成入户摸底登记信息的填
报。

芝罘区
联系电话：6223086
福山区
联系电话：6356246
牟平区
联系电话：4219083
莱山区
联系电话：6891216
蓬莱区
联系电话：5991738
长岛综合试验区
联系电话：3212539

高新区
联系电话: 6922571
开发区
联系电话：6396706
昆嵛区
联系电话：4693211
龙口市
联系电话：8951108
莱阳市
联系电话：7287690
莱州市
联系电话：2222314
招远市
联系电话：8255516
栖霞市
联系电话：2703076
海阳市
联系电话: 2902163

您的支持与配合，是人口普
查取得成功的关键。您提供的
信息会经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
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规
定，对您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

普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
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真
诚地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
时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祝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

烟台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28日

致烟台市民的
一封信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孙俊杰孙俊杰 摄摄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信召红 摄摄

在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研发新药。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上接第一版）“实验段采取偏移中心
线、压缩两侧硬路肩的方式，增设超车
道，将车道类型由双向两车道调整为
双向三车道，并设置渐变段，施划中心
双黄线，同步配套增设车道数增减的
指示标志。”李忠介绍，通过改造提高
了车道利用率与通过率，规范了超车
行为，实现了安全系数与通行效率的
双提升。

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两个颇有创
意的细节，为了增强警示效果，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将前方道路走向与分叉
小路进行“图形化”标记，急弯路段的
线型诱导标也由蓝底白图案更换为黄
底黑图案，以做到路况提前预告，缩短
驾驶人判断反应时间，提供更精准的
指引服务。

“2+1”车道提高行车效率，“图
形”路标提升导引质量。同样具有创
意的公路安防工程还有“错位”人行道
和“多元”标识等，实现了行车速度、群
众满意度“双提升”，交通事故率、伤亡
人数“双下降”。

更智慧，路网运行实现动态可视

国道204莱阳山前店马耳山到冯
格庄长江路段是烟台市首个“山东省
亮线品牌示范工程”。工程科学审定
施工组织方案，实施规范化、标准化作
业，提前两个月交工通车。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地
形特点合理布局，依山造景，优选乔灌
木进行靓化，将生态景观和公路文化
融入一体，还依托BIM系统的支撑，
通过‘虚拟’模型感受公路三维实体化，使信
息从设计、施工、养护等进行全周期传递、调
取及使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2017年1月
路段启动“智慧公路”科技创新项目，成为山
东省普通国省干线首个（次）试点项目，项目
的实施极大提升了道路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和
安全通行能力。

“通过建立覆盖全市国省干线公路的动
态干线网络，汇集基础数据，融合行业信息、
出行信息，我们绘制了路网GIS地图，并以此
为核心，建立路产管理一张图、事件管理一张

图、巡查管理一张图，实现对路网运
行监测的动态可视化管理。”烟台市
数字化管理监督中心技术科科长李
晓阳还告诉记者，在业务流程中注
入事件触发机制，在巡查过程中发
现的养护、路政事件通过移动端上
报，系统立即推送给相关人员进行
处置，可以极大提高协同作业的工
作效率。

目前，烟台智慧公路综合管理
服务平台共上线地理信息系统、路
产管理系统、养护管理系统等23个
子系统，年均处置公路事件1.8万
起，养护作业效率提高30%、平均修
复周期缩短50%。下一步，将继续
探索创新，把智慧公路建设作为提
升公路服务品质的有力举措，助推
新时代行业管理提档升级，不断营
造烟台公路“新、奇、特”。

更人文，公路服务提升幸福感

“把这里改造成专用的停车区，
真的是非常舒心，安全而且便利，称
得上是我们的‘安全港湾’。”曹先生
把车停在S306海莱线海阳段原废弃
路段改建成的接送学生专用停车区
后，笑着告诉记者。顺应民意、摸准
需求，贴合实际、因地制宜，是烟台提
升公路服务品质的重要思路。在公
路沿线因地制宜，改造废弃路段与改
造闲置设施相结合，实现废弃路段

“变废为宝”，闲置设施“功能再造”。
市公路中心不断精心雕琢升级

独具烟台特色的新时代精品国省道
公路驿站，以更优质的停车休息、便民服务、
汽车充电、自助洗车等诸多服务，提供更接地
气、更有温度的烟台公路出行体验。“对内我
们开放适合的沿线公路站，对原有资源整合
升级，公路站人员兼职驿站‘服务员’，为过往
司乘人员提供便民设施和贴心服务。对外积
极沟通对接，利用沿线企业场地，打造融入公
路‘元素’的休息区并开放使用，不断提高社
会资源利用率。”李忠还告诉记者，烟台公路
立足打造“人、车、路”和谐交通环境，持续提
高公众出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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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从政策、资金、配套
等多个角度，为我们提供全方位、
全流程‘店小二’‘保姆式’服务，全
力帮助协调项目落地建设事宜。”
海尔产城创集团高级副总裁夏庆
才向记者介绍。

建链强链补链，莱山在发力。
此次集中开工的正大·仕净环保设
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5亿元，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成套脱硫、脱
硝、废气、粉尘、废水环保装备及纯
水设备 30000 套，年产值达 6 亿
元。如何做大做优环保产业？莱
山区充分发挥杰瑞环保、金正环保
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谋划布局总
投资近30亿元的金正水环境产业
园、正大·仕净环保设备制造产业
园、清泉污泥干化二期等一批优质
项目，拉长环保产业链条。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
目干。莱山区坚持一手抓招大引
强扩增量，围绕主导产业，树立“招
大商、引巨资”目标，紧盯中字头、
国字号、三类500强企业，主动上
门跟踪洽谈，着力引进投资额度
大、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大
项目、好项目。全区新增在谈投资
亿元以上项目60个，新引进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13个、三类500
强项目8个，实际使用外资总量居
各区市第一。同时，莱山区坚持一
手抓扶持企业优存量，每年筛选确
定一批重点企业，创新实施区级领
导包保推进、审批单位上门服务、
科级干部代办手续等举措，拿出真
金白银、集中政策要素，大力支持
企业膨胀裂变、增资扩产，此次集
中开工的金正环保三期、中宠产业
园三期等项目，均为企业2017年
以来接二连三新上的项目。

此外，莱山区秉承“打造最优营
商环境”的理念，全力以赴为项目提
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通过组
建项目审批服务队，提供保姆式帮
办代办服务，推出容缺受理、线上评
审、视频勘验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有
效地优化了政务服务模式，全面地
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截至目前，
总投资1548亿元的79个市区两级
重点项目推进顺利，12个市级项目全
部开复工，有5个项目超额完成计划
进度；67个区级项目开复工57个，有
15个项目主体完工或建成投产，形成
了项目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
批、竣工达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有力
保障了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莱山十七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