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
要支撑。产业兴，则区域发展能级跃升。

走马莱山，塔吊林立、车辆穿梭的施
工场景相继跃入眼帘，处处涌动着你追
我赶、竞相发展的浪潮——

在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园，金正环保
水环境产业园、仕净环保等产业项目快
速突破；在动能转换园，中国原子能研究
院、精密仪器等优质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

在杰瑞、东方威思顿、顿汉布什、橙
色云等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带动下，高端
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主导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呈现集群式发展态势。

国家级核电研发中心、中国（烟台）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航天动力系统试验
研究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链接各方创
新要素，深度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莱山如何突
围？“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区的区位优
势，紧紧扭住产业结构优、发展方向正、
高新占比高、龙头企业强的良好态势，继
续在产业上下功夫、做文章。”莱山区委
书记宫权说，未来三年，莱山区将全力打
造全市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力争全省排
名前移5个位次以上；地区生产总值、财
政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分别突破500
亿元和50亿元。

谋全局者胜，谋大势者赢。育产业、
兴产业、强支撑，向产业要未来，莱山区
步履坚实。

夯实根基
瞄准主导产业

发起一次次冲锋

面对区域间的激烈竞争，如何选准
跑道、切换跑姿？

莱山的答案是：培强壮大主导产业，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7 月 10 日下午，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
忙，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厂房施

工。“厂房地面浇筑基本完成，中试车
间及办公楼一层地面浇筑完成，预计
下半年投产。”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邹立文说，“虽然还
没有投产，但是客户订单已经来了，项
目前景非常好。”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产业园项目,
新建生产厂房、调试测试楼、综合研发办
公楼等,用于高能辐照加速器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辐射应用,产品广泛应用于医
疗卫生用品的消毒灭菌、食品保鲜、材料
改性等领域。项目达产预计年产40台高
能辐照加速器,市场占有率达 30%-
40%,年销售额约1.5亿元,纳税约1500
万元。

相邻的精密仪器制造项目也在加速
推进，压力容器厂房防火涂料喷涂、屋顶
檩条安装完成。项目用于高端分离技术

研发及设备智能化制造,产品广泛应用
于石油、化工、生物、制药、食品等行业。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2000台高端压力
容器及换热器总成,年销售额约3.5亿
元,纳税约3300万元。

不仅高能辐照加速器和精密仪器制
造，在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为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研发的
主管道，相较二代核电设备使用寿命由
40年提升到了60年。目前，台海玛努尔
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
具备二代、三代和四代核电一回路主管
道及主设备铸锻零部件制造能力的供货
商，市场占有率60%以上。

眼下，莱山区核电产业基地拥有一
个国家级核电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一家
上市公司、一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两家
省瞪羚企业，发展后劲十足。“我们充分

发挥三大核在莱山的这种资源优势，利
用他们的市场技术资源再招引一批企业
到莱山，我们现在已经突破20亿元，下一
步我们要向 50 亿元、100 亿元连续突
破。”莱山区政协副主席、发展改革局局
长黄晨林表示。

“市级确定我区的高端装备制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主导产业，都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宫权说。

如何充分激活发展潜力？
——抓产业链条招商扩增量。莱山

区推行“链长制”，成立两大主导产业招商
专班，围绕杰瑞、台海、东方威思顿等龙头
企业，解剖产业链条，细分了核电装备、石
油装备、环保节能装备、工业互联网等
子行业，明确了产业链上下游招商方
向，筛选了一批“国字号”“中字头”目标企
业和机构，逐一登门洽谈、（下转第二版）

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
体会议精神，高新区将聚焦市委、市
政府重大部署，紧扣“1+233”工作体
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底
线思维，利用 3年时间，确保在国家
高新区进位前 60，全省开发区评价
前进10位以上，打造全市“科技创新
先行区、现代城市样板区、东部崛起
引领区”。

把科技创新作为立区之本，在全
市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科技辐射带动作
用。加快环渤海药物高等研究院建
设，3年组建科研团队20个以上，建设
省实验室。依托山东苹果·果业产业
研究院，打造苹果产业总部。依托国
家轻量化中心，实现产业化项目10个
以上、服务企业100家以上。叫响“创

业在高新”品牌，依托中关村协同创新
中心，建设专业孵化器、加速器，拓展
飞地、离岸孵化器，3年内培育高企
200家以上，独角兽1家以上，瞪羚8家
以上。

把壮大特色产业作为当务之急，
构建垂直产业生态体系。医药健康产
业，加快疫苗产业化基地、绿叶产业园
等建设，2023年产值突破130亿元。
航空航天产业，新出台14条产业政策，
成立产业基金，打造513所、航天高新
技术园、北斗空间信息产业园、北航科
技园等特色载体，建设航天卫星总部
基地，2023年产值突破40亿元。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数字产业，发挥中科院
计算所、公安部数据中心等作用，围绕
长城电脑整机制造，延伸产业链，2023

年产值突破30亿元。
把亩均效益作为转型之需，加快

城市更新。加快烟台国际设计小镇建
设，完成沿湖整治、设计街坊一期，建
设国家设计院，规划世界设计公园，承
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等活动，打造城
市更新示范区和“世界设计之都”核心
区。开展低效用地三年攻坚行动，盘
活烂尾楼，发展楼宇经济，打造特色楼
宇和园区。

把补齐功能短板作为城建之要，
打造高端人才聚集“生态家园”。补齐
公共设施短板，建设商业综合体、科技
公园、学校、医院，加强教育、医疗、旅
游休闲、商业等设施。补齐交通路网
短板，3年打通所有断头路。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开发区将贯彻落实好市委全会部
署要求，紧盯目标、强化措施、狠抓落
实，率先担负起“打头阵、当先锋、上层
次”重任。

一是谋定快动加速跑，在执行落
实上走在最前列。完善提升19个三年
攻坚方案，尽快出台贯彻市委全会精
神实施意见和系列配套措施。筛选16
个重点攻坚事项、三大民生引领工程，
以强力机制破难题、促落地。准备18
个重点产业项目列入省、市集中开工，
全年新开续建产业项目113个、总投
资1260亿元。

二是发挥产业龙头作用，在动能
转换上提升贡献度。集中做强5大主
导产业、10条细分产业链，引领高端化
工及新材料产业尽快过千亿、五年突

破2000亿元。高标准打造光电传感、
智能制造等新特色产业园，力争生物
医药、微纳半导体产业三年分别突破
300亿元，5大主导产业产值年内突破
2100亿元、三年冲刺3000亿元。

三是做强科技创新支撑，在创新
赋能上增强带动力。加快八角湾中央
创新区14个项目建设，先进材料与绿
色制造省实验室开工建设，山东建筑
大学产学研基地10月开工。高标准打
造环磁山国际科研走廊，创新园圃10
月开工、明年主体完工，万华全球研发
中心二期、国际高性能材料创新基地
高效推进。启动八角湾海洋经济创新
区建设。

四是强化开放平台功能，在园区
建设上率先作示范。发挥中韩、中日、

国际招商产业园集聚效应，加快综保
区西区改造提升和RCEP合作示范中
心建设，年内引进日韩资项目20个以
上。加快推进自贸区联动创新区建
设，合作共建松山产业园。狠抓临空、
临港两大经济区建设。深化百日百家
央企大走访，年内落户重点产业项目
50个以上、实际使用外资8亿美元。

五是推动全域整体发展，在城市
品质上树立新标杆。未来三年实施76
个城市更新项目。推动八角湾国际医
院、八角湾体育公园、东岛咀海岸公园
三大民生引领工程尽快开建。打造

“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执行有力、敢打
必胜”的一流干部队伍，奋力在全市新
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副市长、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牟树青——

提速全域高质量发展
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刘森——

打造东部崛起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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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产业要未来
YMG全媒体记者 王瑶 王宏伟 摄影报道

莱山区培强壮大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主导产业，全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加快建设全市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近日，由
烟台大学、烟台市科技局、烟台
市蓬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联合主办的“烟台大学—蓬莱区
校地合作暨‘揭榜挂帅’项目对
接会”在烟台市蓬莱区成功举
办。烟台大学8个学院的38名
专家学者与蓬莱区20余家企业
进行了对接洽谈。

会上介绍了学校和蓬莱区基
本情况和发展特色，双方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校地对
接、深化校企共建、助推产才融
合，携手推进更高水平合作共赢。

当天，生命科学学院孙利
芹、化学化工学院何涛、化学化
工学院秦玉升、机电汽车工程学
院王其光、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
宋曰海、化学化工学院段宝荣6
位老师进行项目路演。发布推
介了特色生物资源开发与功能
产品绿色制造、新型室温抗菌保
鲜包装材料、绿色低碳高分子材

料、中重型卡车轮毂电机驱动技
术、“葡萄串”导电银粉、树脂涂
料等科技成果；蓬莱区科技局现
场发布14项“揭榜挂帅”技术需
求，涉及汽车零部件、造船与海
工、化工新材料、高效农业、生物
医药等领域。

会上，生命科学学院与京鲁
渔业、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与民
和生物现场签署“水产品加工关
键技术攻关”“养殖废弃物肥料化
和能源化高效利用”2项合作协
议，多名教师现场与企业达成合
作意愿，为下一步深度合作奠定
了扎实基础。

活动中，烟台大学深入了解
了蓬莱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实
际需求，创新了合作方式，拓展了
服务半径，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人
才、技术、项目和平台共建共享的
校地合作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
挥了以人才为支撑的科技创新在
县（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支
撑作用。

烟台大学与蓬莱区开展校地合作

“揭榜挂帅”项目对接
助推产才融合

⑩

杰瑞集团厂区一角杰瑞集团厂区一角。。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王园园 王伟
宁）记者昨日从牟平区应急管理
局获悉，该区细化涉氨制冷企业
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对全区19家
涉氨制冷企业开展国标行标入企
和特种作业安全管理，采用“线
上教育+线下督导”模式，规范
涉氨制冷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增强企业排查风
险、消除隐患的能力，提升企业的
安全管理水平。

线上教育方面，专班通过组
建涉氨制冷行业企业微信群，
聘请行业专家利用微信群开展
线上小课堂培训，主要针对企
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和特种作业人员，通过警示视
频、事故案例、互动咨询等方
式，围绕动火作业、焊接作业以
及《氨制冷企业安全规范》《冷

库设计规范》《冷库管理规范》
与行业案例相结合，为企业明
晰作业程序。现已开展培训12
场次，培训人员 60余人次。线
上培训后，要求企业对全体员
工开展相关的安全培训，并做
好培训记录，使涉氨制冷领域
安全规范纳入生产管理实际，
切实规范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线下督导方面，将规范特种
作业程序及国标行标入企作为重
点督查内容，协调专家参与督导
企业生产管理，同时将线下生产
管理督导反馈于线上教育，形成

“双线循环”，切实提高企业对特
种作业的理解认识及作业能力，
促进国标行标规范在企业生产中
落地。截至目前，已聘请专家检
查企业 19家次，发现隐患问题
200余条，为企业解决了一些列
专业性问题。

牟平涉氨制冷企业
向国标“看齐”

精神之源 精神标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启示录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