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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
讯员 张鹏）2019年7月，高新区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队正式入驻高新区。一年
多以来，服务队认真筹划，积极作为，充分
发挥作用，得到了企业的普遍认可，工作成
效显著。

入驻以后，服务队第一时间对绿叶制
药、华鼎伟业、博源科技、普林环境和思卓
软件5家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并成立了5个
工作小组分别与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系。经
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沟通协调和研究论证，
服务队确定了“党建引领夯根基，文心匠意
助发展”的核心服务理念，以企业文化品牌
和科技创新驱动作为抓手，充分发挥政治
引领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
用。

本着“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理念，自2019年9月以来，服务队与华
鼎伟业持续搭建党建共享平台，并总结出

了“党企联席、支部联建、党员联带”的“三
联”工作方法，使党建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党建平台构建了服务队与
企业沟通交流的桥梁，同时加强了党员干
部和群众之间的交流，企业党员的精神状
态明显提升，对党组织的认同感明显增强，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明显提高。

“实践证明，非公党建是推动公司发展
的助推器，服务队的党建平台在企业发展
中发挥了‘抓党建，定方向，促发展’的巨大
作用。”在2020年6月举行的全市组织部
长观摩会上，华鼎伟业董事长刘尚伟如是
说。

对于华鼎伟业的帮助只是服务队工作
的一个缩影。山东绿叶制药公司是高新区
重点民营企业、也是烟台市科技明星企
业。服务队入驻后，将山东绿叶制药公司
作为重点服务企业，通过细致地调查研究，
确定了为山东绿叶制药公司进行帮扶的项

目——信息化、智能化服务项目。该项目
于2020年 9月份全面试运行，总投资约
110万元，服务队帮助企业在空间、设备、
监控、安全、应急等方面，实现了一体化可
视化管理，全面提升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
平。

帮助创惠电子与烟台地区的优秀企业
开展深入合作、牵线华鼎伟业与莱山院格庄
街道乡村振兴项目合作、促成华鼎伟业与海
军航空大学照明改造合作项目……一年
来，服务队先后到华鼎、绿叶、普霖、思卓、博
源进行调研30余次。同时，面向高新区“四
上”企业举办了十余场线上、线下公益培训，
为华鼎伟业开展专项培训一次，参加培训人
员共计260余人次，使区内企业员工的素质
和业务水平得以提升。

疫情期间，在帮扶山东绿叶制药、华
鼎伟业等五家企业全力做好防疫和复工
复产的同时，服务队主动对接高新区疫情
防控部门，组成党员先锋队，顶严寒、踏冰
雪，完成了全区50多家企业的初审与复
核工作，为企业顺利开工复产保驾护航。
受疫情影响，华鼎伟业生产销售受到严重
影响，服务队主动作为，通过党建平台积

极为企业纾难解困，帮助华鼎伟业在党建
引领下拓展商业新思路，实现了从卖产品
到卖场景、从卖物件到卖事件的转变，探
索出了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卖服务的
创新营销模式。

服务队还用“智慧规划”与全市自然资
源地理信息成果，完成了“万名干部下基
层”烟台市服务队动态管理系统的开发搭
建工作，提升了基础数据的录入和调试效
率，完美实现了市级对全市服务队的动态
管理，有效助力“万名干部下基层”管理提
质增效。

在未来的工作中，高新区民营企业高
质量发展服务队将继续按照使命任务，以
党建引领、共享共建为己任，以帮扶企业、
解忧济困为宗旨，引导企业投身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为企业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帮助
企业完善自身条件、打造民企党建新品牌，
助推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帮助
企业提升经济效益、品牌实力和社会影响
力，争创服务队与民企党建共享共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新标杆，为“智慧高新、
创造高地”汇集力量，为助推民营企业高质
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党建引领夯根基，文心匠意助发展

高新区民企服务队争创新标杆

昨日，高新公安分局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依托
银海海岸派出所，举办分局警营开放日活动。高新区第二实
验小学师生代表、烟台职业学院大学生代表以及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执法执纪监督员等，应邀走进警营，感受警营风采。

在警用车辆展示区，不少嘉宾认出了每天在路上巡逻的
“PTU”武装巡逻车、防暴装甲车，并上车亲身体验，感受警方
“巡逻视角”。小学生们兴致勃勃，仔细观察车内设施设备，听
民警阿姨讲解车辆用途和功能。

大家还参观了综合警务大厅、执法办案区、荣誉室、警营
文化长廊、心理减压室、文体活动室等。

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曲寓直 陈良臻 许馨匀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摄
影报道）1月12日，鲁花黑豆酱油被选定为

“体育·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
品”签约授牌仪式在京举行。鲁花集团旗
下山东鲁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黑豆
酱油，将作为“国家队运动员吃的酱油”为
运动健儿提供饮食健康方面的保障，助力
国家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签约仪式上，鲁花集团品牌战略中心
执行总裁于子宇表示，鲁花集团是一家致
力于做高端食用油引领者的民族企业、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30 多年
来，鲁花以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不断为消
费者推出高品质的食用油、调味品、米面
等系列产品。当得知国家队运动员需要
安全、健康的调味品供给时，鲁花第一时
间做出了积极回应。此次，鲁花黑豆酱油
能脱颖而出，被国家体育训练局选定为保
障产品，这是奥运精神与冠军品质的高度
契合。未来，鲁花将携手训练局，继续提
升产品的风味与营养，为全国消费者和运
动健儿提供更多安全、健康、美味的产品。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副局长孙晓晔表
示，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是中国竞技体育

的发源地、世界冠军的摇篮、中国奥运军团
的大本营，训练局为国家队运动员提供训
练、食宿、行、学习、康复、教育等全方位的

服务保障，运动员每天的营养摄入对其训
练效果和身体健康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所以对品牌供应商和入选产品的选择

极其严格。通过严格评审，鲁花酱油的各
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运动员对饮食的高品
质要求。

据了解，山东鲁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隶属于山东鲁花集团，调味品是鲁花集团
的重要板块之一。他们以“为上帝酿一瓶
好酱油”为初心，利用生物发酵技术，酿制
出高端黑豆酱香酱油、“自然鲜”酱香酱油，
料酒、蚝油等多种高端调味品。

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鲁花酱油酿造
技艺在非遗的传统工艺基础上，进行科学
创新，利用先进技术提升工艺。通过与国
际专业研发机构合作，历经十年的辛勤努
力，精心培育出酿造酱油的灵魂元素——
鲁花珍稀酱香菌。再利用先进的生物发酵
技术，采用非转基因原料，经过酱香菌种制
曲、四季净酿发酵、物理压榨三大环节，精
酿出了高品质的黑豆酱油。

这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填补了行业内
众多空白，引领行业迈向新的工艺技术制
高点，有力地推动中国酱油产业提质升
级。2020年，在欧洲素有国际食品业“诺
贝尔奖”之称的世界品质评鉴大会评比中，
鲁花黑豆酱油荣膺国际金奖。

鲁花黑豆酱油被选定为体育·训练局
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

训练局领导为鲁花集团颁发“体育·训练局赞助商”证书。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

搭建干群“连心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

锐 通讯员 王菁萱 王浩伟）日前，果
达埠村连接周边村庄的主要交通道
路，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莱
州市永安路小队及果达埠村工作组
的共同努力下，进行了重新修缮。

“通过实地调研，“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果达埠村工作组发
现这条路虽然不是村内主干道路，
但却是果达埠村村民外出买菜、接
送孩子上学的一条“捷径”，又与周
边村庄相连，出行方便，平日里车流
量很大，导致路面损毁严重。”莱州
市永安路小队队长田捷向记者介绍
说，永安路小队在接到果达埠村工
作组的情况报告后，第一时间进行
了实地勘察，本着惠民、便民、利民
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维修方案。先
后投资了 5000 元，购买沥青渣，租
用大型机械设备对坑洼路段进行铺
垫。

在此期间，果达埠村工作组成
员、村内党员及志愿者纷纷投身到道
路修缮中去，周边村民得知消息，也
前来帮忙，原本两天的工程量，仅用
一天就全部完成。而此次道路维修，
通的是道路，连的是民心，维系的是
干群关系。

自“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果达埠村工作组
驻村以来始终保持与村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从田间地头到百姓炕
头，在共同生活的同时详细了解村庄
生产生活情况。从群众角度出发，开
展惠民工程；从“衣食住行”入手，助
力乡村振兴。不仅让群众出行安全，
更依托“我们的节日”——重阳节，开
展敬老爱老活动；结合村内实际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

随着一次次活动的深入开展，提
高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增
进了大家对人居环境的爱护意识，聚
了人心、暖了民心，切实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了群众满意
度。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卢希鹏）昨日记
者获悉，2020年度山东省优秀区
块链解决方案及“链+”试点项目
公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
限公司的张裕葡萄酒产业区块
链技术应用与示范项目入选
2020年度山东省“链+”试点项
目名单。

张裕集团成立于1892年，是
中国首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
业，也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企
业。为进一步提升张裕品质和品
牌信赖度，张裕与腾讯合作，共同
打造国内首个高端葡萄酒区块链
溯源系统。基于原有的一物一码
防伪系统，同时打通“张裕品质生
活+”会员小程序，利用区块链防
篡改属性，实现每年400万瓶酒
庄酒的全流程信息的上链追溯，
助力张裕葡萄酒实现品牌安全管
理体系升级。此次合作，张裕与
腾讯借助区块链溯源平台为每瓶
葡萄酒签发溯源证书，证书记录
在区块链上，作为产品唯一的“数
字身份证”，消费者可以通过区块
链对证书和溯源信息进行真实性

核验。传统“一物一码”将生产编
码与二维码进行绑定，通过扫码
的方式实现产品生命周期信息的
快速录入，“一瓶一证”则在“一物
一码”的基础上将每一瓶葡萄酒
的生产编码和二维码、区块链编
码进行双重绑定，通过区块链多
方共识、不可篡改的特性，对原有

“一物一码”的溯源信息进行了权
威背书，提升了整个溯源生态的
公信力。

张裕葡萄酒产业区块链技术
应用与示范项目为张裕贴上了

“区块链”的标签。作为芝罘区的
老牌企业，如何保持企业的鲜活
力一直是企业的重要发展使命，
而信息化赋能成为重要的途径。
芝罘区工信局积极推进5G、区块
链、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工业中的融合应用、
加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助
力企业转型发展。下一步将积极
发挥张裕葡萄酒产业区块链技术
应用与示范项目的引领带动作
用，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的产业
发展和在各领域的融合应用，培
育我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芝罘区一项目入选
省“链+”试点项目名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据市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12日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
稳中有降。

监测数据显示，与 11日相
比，粮油、肉蛋价格保持稳定，水
果价格基本稳定，蔬菜价格小幅
回落。

粮油价格持续稳定。面粉
（特一粉）平均价格 2.50 元（每
500克，下同），面粉（标准粉）2.16
元，粳米（标一）2.76元，小米6.50
元，花生油（鲁花桶装5L）154.79
元，大豆油（桶装5L）39.12元，以
上价格均持平。

肉蛋价格保持稳定。鲜猪肉

（肋条肉）平均价格30.50元，鲜猪
肉（精瘦肉）29.58元，鲜牛肉（新
鲜去骨）41.48元，鲜羊肉（新鲜去
骨）51.63元，鸡蛋4.68元，以上价
格均持平。

蔬菜价格以降为主。20种主
要蔬菜平均价格 4.46 元，下降
2.32%。分品种看“3 升 5 平 12
降”。其中，白萝卜价格升幅居前，
上升4.03%，黄瓜价格降幅最大，
下降6.98%。

水果价格基本稳定。6种主
要水果（苹果、梨、香蕉、橙子、桔
子、西瓜）平均价格4.21元，微降
0.39%。分品种看“1降5平”，其
中，桔子价格下降2.79%。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王琳）莱山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积极推进“一网通办”
相关工作，充分借助“互联网+政
务服务”，以全程代办为依托，最
大限度减少办件材料，有效提高
了审批效率。

莱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
建立事项要素动态调整机制，及
时跟进事项下放、取消、调整情
况，实现事项要素动态调整发布；
通过微信公众号、报纸、电视台等

媒体加强对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的宣传力度，引导、鼓励企业和群
众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等途径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
项；建立了一套“牵头抓总”的有
效机制，打破原有条块信息不通、
传输效率慢的局面，贯通了行政
审批、税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信
息流转渠道，通过省级、地市数据
库之间的互通，使行政审批、税
务、公安等系统无缝对接，实现了

“一网通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盛芸 摄影报道）
昨日清晨，寒风凛冽，但芝罘区东
山街道航院社区户外劳动者驿站
却“暖意洋洋”，社区党委书记刘
媛媛组织志愿者们准备了热腾腾
的姜汤和包子，招呼在外清雪除
冰的户外工作者过来歇歇脚。

“前几天雪下得不小，道路结
冰影响路人通行，我们每天凌晨3
点就开始扫雪铲冰工作，每天户
外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
经常没时间吃饭，但为了大家出
行方便，我们必须加班加点。感
谢社区能想着我们，让我们吃上
热乎饭。”来到社区户外劳动者驿
站休息的清雪队员白师傅说道。

在户外工作了一上午的环卫
工人王大姨拿着水杯来到驿站，
接上热水后坐到板凳上休息。“长
时间干体力活，嗓子干疼，自从有
了户外劳动者驿站，不仅有板凳

可以休息，还有热水喝，我们在外
面干活累了，还可以进来歇歇脚，
太温暖了。”王大姨称赞说。驿站
开通半年以来，为她和工友们提
供了不少方便，夏有凉风、冬有热
水，从家里带的午餐还可以用驿
站里的微波炉加热，让他们在寒
冷的冬天里吃上一口热乎饭菜。

记者了解到，芝罘区东山街
道航院社区户外劳动者驿站自建
成后已多次开展主题活动，累计
服务职工2000余次，为户外劳动
者提供了休息、如厕、充电等服
务，并在相关活动期间免费发放
了毛巾、早餐等物品。下步，东山
街道总工会将按照上级要求，把
工会对劳动者的关爱落到实处，
不断丰富内部设施配备，并选取
合适点位，建设更多户外劳动者
驿站，扩大品牌覆盖面，提供“冷
可取暖、热可纳凉、累可歇脚”的
爱心服务。

一睹警营风采

“暖心小站”送来冬日温暖
航院社区户外劳动者驿站累计服务职工2000余次

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蔬菜价格小幅回落

莱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深化“一网通办”创新举措

户外劳动者在驿站吃包子户外劳动者在驿站吃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