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锲而不舍引进，力争三年新增10亿
元以上项目50个、三类“500强”项目35个以上。

——扶持骨干企业优存量。过去四年，莱山
区推动重点企业接二连三新上产业项目54个、
投资额277亿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占全部入区
项目的比重均超过60%。莱山将每年筛选30多
家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质量效益好的企业，
实施“一个企业、一名区级领导、一个部门、一包
到底”的包保服务机制，每年拿出专项资金，集中
扶持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力争三年主导产业产值
突破400亿元，加快产业集群式发展。

深度赋能
聚合创新要素

助推产业登高望远

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高，
是多年来莱山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结出的硕果。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剑指产业高端，莱山的选
择是聚合创新资源要素，深度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位于莱山区的“橙色云互联网设计有限公
司”——其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橙色·云工业产
品协同研发平台，开创性提出“研发设计产业互
联网新业态”，以云端的协同研发设计环境为桥
梁，整合全球智力资源，助力研发企业上云，共同
推动工业互联网落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

“消费互联网确实改变了社会生活，但并没
有给实体经济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我们作为制
造企业，对于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有更深刻

的理解。未来的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要远
远大于C端(消费者市场)。”橙色云创始人、杰瑞
集团董事局主席孙伟杰表示。

截至2021年5月，橙色·云工业产品协同研
发平台用户注册量总计超11万个，汇集全球工
程师25万名，并组建了一支由多位知名专家和
专业博士组成的研发“大脑”团队，这也成为橙色
云能够把研发需求成功交付的核心优势。目前，
平台线上项目发布金额超10亿元，行业资料站
图纸累计下载量达百万次。

“围绕发挥橙色云、捷瑞数字等前沿创新平
台作用，我们制定出台了助推企业上云的实施方
案，搭建区内企业与橙色云、捷瑞数字等平台的
合作渠道。”莱山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莱山
区设置2300万专项补贴资金，用于奖补双方开
展的合作项目，既支持企业主动对接平台，加快
转型升级、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又扶持平台快速
提升服务能级，推动橙色云打造全国工业互联网
典范项目、捷瑞数字打造高端数字产业园，直接
赋能传统产业沿着“产品生产-装备制造-研发
设计”的路线，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同时，莱山区
将持续加大创新平台奖补力度，依托区基金中心
设立2亿元扶持基金，支持企业创建更多的平台
载体、提升现有平台能级。

聚合创新要素，内联还要外引。莱山区下大
气力招引高层次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已经引进
国家级核电研发中心、中国（烟台）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等一批研发服务机构。“我们瞄准国核电力
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核电工程等产业链高端平
台，紧密对接，再引进一批高层次创新平台，形成
创新资源集聚效应。”莱山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赋能效应在释放。杰瑞集团实现由零配件
生产到成套装备总成转型，进而向工业协同设计
升级；橙色云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工业设计平
台，捷瑞数字也成为国内知名的工业互联网服务
商；东方威思顿、持久钟表等一批生产型企业，正
成长为智能制造乃至国际国内行业标准的制定
者……

搭建科创孵化平台，扶持小微企业、创新创
业者，积极培育新业态，莱山在发力。全区已累
计投入8.7亿元，建设8万多平方米不同类别的
孵化平台，连续5年对入区就业的专科以上人才
给予就业补贴，先后培育孵化了2300多家小微
企业。其中，拓森服饰已成长为胶东销售额最大
的服装电商，星脉跳动、鼎信网络等一批数字经
济型企业聚集发展，全区“四新”经济营业收入增
幅超过20%。

集约高效
“专业园”腾笼换鸟

打开发展新空间

土地资源紧张，发展空间受限，是区域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回避的现实。

怎么办？
一园一业，以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园、动能转

换园、总部经济园等“专业园”为载体，冲破束缚、
打开发展新空间。

7月10日下午，位于莱山经济开发区的环保
清洁能源产业园，一边是园区基础设施相继完
善，投资15.3亿元道路建设、河道整治和综合服
务配套稳步推进；另一边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项目
建设热潮，你追我赶的势头凸显。

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在金正环保
水环境产业园，一期项目一号厂房设备已经进
场，即将进行试生产，二号厂房正在进行钢结构
施工。二期项目土地平整压茬进行，平稳有序。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碟管式膜柱43万
支，产能国际领先，预计年营业收入20亿元，税
收1.8亿元，打造水处理行业标杆企业。

在中宠产业园项目现场，大型施工车辆来回

穿梭，一期已经投产，二期正在安装生产设备，预
计10月份正式投产。项目建设年产6万吨宠物干
粮项目和宠物食品生产检测项目，通过引进国内
外先进设备，实现宠物食品加工储存一体化全自
动生产。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营业额8亿元。

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园规划面积8000亩，投
资3.5亿元启动园区道路建设，7月底将全部完
工。投资6.3亿元建设8.9万平方米集商业、公
寓、会议办公、科创孵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区，2年内建成投用。基础设施先行，带动
了项目快速入驻，总投资230亿元的中节能环
保、金正环保、仕净环保等12个产业项目已经签
约，年内开工7个以上、5个可实现部分投产，三
年内再引进产业项目10个以上，再增加投资100
亿元，打造产值过百亿的绿色环保产业专业园。

不仅是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园，动能转换园、
总部经济园也在加速破题。

动能转换园规划面积2600亩，设立5000万
元引导基金，淘汰落后产能、腾笼换鸟，已落户中
国原子能研究院、精密仪器等优质产业项目20
个，全部开工建设，年内16个主体完工，三年内
全部竣工达产，将盘活低效用地2000亩以上，园
区新增产值50亿元以上，打造新旧动能转换示
范区。总部经济园拓展方案已基本形成，中日韩
青年创业谷已开工建设，3年左右时间建成集总
部办公、“双碳”创新、金融商贸、科创中心和星级
酒店等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中央商务区。

做强主导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现集
约高效发展。莱山，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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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侯发全）昨日，记者自烟台海关
获悉，今年上半年，烟台市进出口总值为
2032.6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比去年
同期（下同）增长59.9%，比2019年同期
增长48.4%。其中，出口1189.6亿元，增
长53.1%，比2019年同期增长31%；进
口842.9亿元，增长70.6%，比2019年同
期增长53.7%。

贸易结构持续改善，各主要贸易方
式均保持良好增势。今年上半年，我市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907.9 亿 元 ，增 长
34.6%，占 44.7%。加工贸易进出口
679.3亿元，增长74.2%，占33.4%。保税
物流进出口331.5亿元，增长65.8%，占
16.3%。

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外贸内生动力
持续增强。上半年，我市民营企业进出
口1020.2亿元，增长59.5%，占50.2%。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56.6亿元，增长
62.5%，占 42.1%。国有企业进出口
151.9亿元，增长49.9%，占7.5%。

美国、韩国、欧盟列贸易伙伴前3
位，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韩国为最大进
口来源国。上半年，我市对美国进出口

299.9亿元，增长118.2%，其中对美国出
口226.9亿元，增长101.1%。韩国为第
二大贸易伙伴，对韩国进出口276.4亿

元，增长66.8%，其中自韩国进口114.9
亿元，增长30.8%。同期，分别对欧盟、
日本、东盟进出口219.3亿元、209.9亿元

和207.9亿元，分别增长60.7%、24.5%
和24.4%。

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我市出口机电产品
660亿元，增长55.9%，拉高我市出口整
体增速30.5个百分点。其中游戏机及其
零附件226.2亿元，增长298%；汽车零配
件79.6亿元，增长15.3%。同期出口劳动
密集型产品135亿元，增长64.1%。其中
纺织服装71.4亿元，增长49.2%。出口农
产品110.6亿元，增长1.5%。其中水产品
36.1亿元，下降3.3%；干鲜瓜果及坚果
25.1亿元，增长29.8%。

机电产品、金属矿及矿砂、农产品进
口保持增势。上半年，我市进口机电产
品327.9亿元，增长79.9%，拉高我市进
口整体增速29.5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
路161亿元，增长172.7%。同期进口金
属矿及矿砂170.7亿元，增长111%。其
中铜矿砂59.2亿元，增长133.2%；铁矿
砂53.8亿元，增长412%。进口农产品
73亿元，增长13.3%。其中大豆35.7亿
元，增长12.4%；水产品16.1亿元，增长
5.9%。同期，进口原油35.5亿元，下降
28.2%。

上半年进出口总值2032.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59.9%

烟台外贸进出口总值创新高

修整一新的开封路又恢复了往日的
繁忙，运输车辆来回穿梭；道路两侧青草
如茵，俨然成了化工园里的小公园。

很难想象，十几天前这里的路面还是
坑坑洼洼、尘土飞扬。

改变，从5月17日开始。烟台化工园
区在全园区范围内启动了一次综合环境
整治行动。围绕道路改造维修、扬尘治
理、绿化施工等开展多点位管控、全方位
整治，有效改善园区环境、提升园区形象，
切实做到“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
五化一体。

为在整治过程中更好地集思广益、
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烟台开发区成立了
由烟台化工园区管理中心牵头，烟台开
发区工委办公室、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
分局、重点项目推进中心、大季家街道办
事处、财政金融局、规划建设局、万华集
团、西港区组成的工作专班，抽调人员集
中办公。建立工作机制，采用人工与无
人机相结合的方式，每日进行主动巡查，
发现问题随时交办，限期解决，纳入“挂
图作战”，举全区之力推动整个园区的环
境整治。

开封路是进入园区的必经之路。因
园区在建项目较多，每天都有大量的渣土
车、重型机械运输车从此经过。“前期园区
仅万华乙烯、泰和新材、江铜国兴、尼龙12
等项目的土石方施工就有4000多万立方
米，为抢赶工期，最多时一天经过开封路的
工程车有上千辆，长时间大重量的碾压，路
面变得坑洼不平，再加上尘土积压，遇到下
雨天这路没法走。”烟台化工园区管理中心
建设推进处负责人介绍。

为彻底改变这一“窘境”，烟台开发区
规划建设局对开封路进行了大修，铣刨路
面、浇筑混凝土、铺设沥青、修复路沿石，
封堵了道路中间的开口。同时，还在道路
两侧铺设草皮，既抑制了扬尘，又美化了
环境。除此之外，按照同一标准，对园区

内的西安路、郑州路、重庆大街进行了整
修，全面提升园区路况。

在绿化施工方面，对园区内道路两侧
的裸露土进行了“撤网绿化”，统一铺设草
皮、栽种绿植。截至目前，累计铺设草皮
124.1万平方米。眼下，正在对园区东北
方的山体大赵家山、小尧山沿线10公里
进行生态修复。“前期，经过生态修复，北
灵山已经成为园区里的一个重要观光点，
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园区，我们希望经过
这次修复，不久的将来，园区里再‘长’出
几个新景点，成为化工园区里最美的点

缀。”烟台化工园区管理中心建设推进处
负责人说。

在扬尘治理方面，坚持标本兼治，集中
机械和人力，对园区内主要道路进行了一
次全面彻底清洁。调配洒水车、清扫车等，
对西安路、重庆大街、西宁路等道路进行

“五位一体”湿式作业和清理淤泥工作，同
时对人行道板、平交道口撒漏粘带等进行
冲洗。对裸露土全部覆盖，土路及开口全
面整治，渣土车撒漏从严处罚。同时，坚持
源头根治，做到工地全面实现“8个百分
百”，即施工现场围挡百分百，施工出入口

道路硬化百分百，车辆冲洗百分百，区域裸
露场地覆盖百分百，施工作业区域洒水保
洁百分百，爆破钻孔作业抑尘百分百，渣土
车辆密闭运输百分百，非道路移动机械登
记喷码百分百。

眼下，烟台化工园区管理中心正会同
大季家街道办事处打造渣土车管理平台，
进入园区的渣土车装载什么、行经路线等
一目了然，通过加强全程监管，进一步防止
撒漏，以维持化工园区良好的环境质量。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彭兴波 摄影报道

烟台化工园区启动综合环境整治，全面提升园区“颜值”

化工园里“长”出新景点

烟台化工园区启动综合环境整治行动，园区环境极大改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杜亚妮）7月 19
日上午，由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市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莱山区
市场局、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承办
的2021年“全国医疗器械安全宣
传周”烟台启动仪式暨第二批医
疗器械质量管理实践基地授牌仪
式在烟台山医院举行。

本次宣传周活动以“安全用
械 创新发展”为主题，着重在展
示建党百年医疗器械成果、宣贯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其配
套规章、促进医疗器械技术创新
与高质量发展、医疗器械知识科
普宣传四个方面组织宣传。

启动仪式上，来自市市场监管
局、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中心和区市场局的相
关负责人为5家第二批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实践基地授牌，鼓励授牌

单位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质量管
理体系，推进信息化建设，发挥好
示范带动作用，为推进全市医疗器
械经营使用质量管理奠定基础；烟
台市生物医药协会医疗器械分会
发起医疗器械行业自律倡议，倡议
我市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做好
医疗器械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普
及工作，主动参与信用体系建设，
共同推动我市医药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此外，在医院门诊大厅分会
场设咨询台、科普台、互动台、服
务台各一处，来自医疗器械监管、
监测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
者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疑问
的同时，以常见的医用口罩、液体
敷料等医疗器械为例，与民众进
行互动游戏，大大提升了科普的
趣味性。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
800份、互动礼物1000余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通讯员 衣孟飞）日前，烟
台公路材料供应处会同山东建筑
大学共同编制的《环保稳定型胶
粉改性沥青及混合料施工技术规
程》标准，这项针对废旧轮胎“废
物利用”生产沥青的地方技术标
准将于2021年8月9日起实施。

近年来，废旧轮胎所带来的
环境污染与日俱增，而传统橡胶
改性沥青在生产中具有臭味大、
空气污染严重等问题难以解决。
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环保道路建
设，烟台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牵
头成立的编制组成员致力于研究
无臭无味的净味橡胶改性沥青，
先后于2018年、2019年在烟台
S209蓬黄线栖霞绕城路段进行
了试验路段铺筑，且与SBS改性
沥青进行了铺设对比，其技术效

果优良、成本较低，能显著提升沥
青路面的长期使用性能。同时，
编写的《环保稳定型胶粉改性沥
青及混合料施工技术规程》被列
入2018年度“山东标准”建设项
目计划，经初稿审查会、送审稿审
查会、征求意见审查会、专家评审
会等多次专家意见审查后，形成
最终的报批稿，并交由山东省市
场监管局审查发布。

该标准的发布将为净味橡胶
改性沥青赋予指导性意义，对公
路工程的施工材料、施工方法、施
工工艺、施工技术做了全面且细
致的规定，从理论与实操层面给
出了工程施工的解决方案，是山
东省内首个发布有关净味橡胶改
性沥青的施工技术标准，对于推
动环保型道路建设发展提供坚实
支撑。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
长波）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了
2021年度山东省服务业专业人才
奖励人员名单，我市东方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任志远、嘉华盛裕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孙春萌2名人才
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全省第一。

自 2017 年起，省发展改革
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每年
组织对全省服务业发展和行业推

动有突出贡献的服务业人才进行
奖励，每年认定20名，每人给予
一次性30万奖金奖励。截至目
前，我市累计入选7人。

据介绍，我市下一步将扎实
推进服务业人才培育工作，做好
后续服务业专业人才储备争取，
发挥好服务业专业人才在企业管
理、产业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作用，
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

我市2名人才入选
省级服务业专业人才

废旧轮胎生产沥青有规则
我市出台山东省首个地方技术标准

2021年烟台市医疗器械
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谭圆）近日，烟台
药物研究所药物分析实验室经市
总工会推荐申报，被山东省总工
会授予山东省女职工建工立业标
兵岗称号。

烟台药物研究所由烟台市人
民政府和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等四
方共建，是一所以创新药物和高端
制剂研究开发为主，并为烟台制药
企业提供优质技术服务的特色研
究所。目前，所内共有10个专业

实验室和一间SPF级的实验动物
中心，药物分析实验室主要进行创
新药物和仿制药的质量研究工作，
同时为区域内的制药企业提供高
质量的技术检测服务。实验室共
有专业科研女职工5名，博士学术
带头人1名，硕士4名，女职工比例
为71.4%。先后承担一类创新药
物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质量研究
项目10余项，参与了多项省、市级
科技创新项目，为省内外单位提供
了15000余项检测技术服务。

烟台药物研究所药物分析实验室
获评省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

向产业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