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区市场化合作力
度，形成“一个板块、一个平台公
司、一家国企央企合作托底”的
发展新格局。③要加快培育现
代产业体系，不断做大做强汽
车、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先进
制造业，支持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
业，突破发展商贸、物流、文旅、
教体、康养等现代服务业，在现
有基础上建链、补链、强链，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④要持续
提升城市能级，全力做好“河”

“桥”“路”三篇文章，积极争取更
多道路、桥梁等跨区工程纳入市
级大盘子，进一步强化与周边市
区互联互通。⑤要纵深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国企、事
业单位、“放管服”等重点领域改
革，培育更多改革典型，以改革
为发展添动力、增活力。⑥要凝
心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瞄准教
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大力引进
高端优质资源，让群众享受更加
优质多元的公共服务。三要强
化使命担当，锻造忠诚干净的干
部队伍。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上
率下，敢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
史和群众检验的新业绩。要通
过学习加快知识更新，拓宽眼界
视野，提升应对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的能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
新突破。要树立鲜明用人导向，
充分调动全体机关干部的积极
性，激发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
力，浓厚“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的良好风气。

会议采用可视党建管理服
务系统同步直播，各部门单位设
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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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学刚 李
超 YMG全媒体记者 立通）11
月 20日，山东省科学技术厅通
过了烟台金海药业有限公司建
立“山东省院士工作站”的备案，
这是福山经济开发区继烟台通
圆共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建
立的第二家院士工作站，至此，
福山经济开发区已经成功引进
了两名外籍院士并建立了工作
站。院士工作站的落户，将有力
推进产学研合作，在强化重大科
技攻关、推动关键技术应用转
化、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福山经济开发区工

委管委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尤其
高科技人才引进，对辖区的高科
技附加值高的重点企业，本着

“引进一名院士，带动一家企业，
培养一批人才，壮大一个产业”
的原则，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
务，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烟台金海药业有限公司是
我国兽药保健品行业的骨干企
业和技术创新的领导者，研发和
销售在全国同行业中均处领先
地位。近几年，该公司以自主研

发和产学研合作为动力源泉，将
大量人力、物力、资金等投入研
发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先后获得烟台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连
续多年承担山东省技术创新关
键共性技术研发项目、山东省技
术创新项目和烟台市科技计划
项目，攻克了有机酸盐复合型酸
化剂、新型缓释消毒剂、兽药新
剂型的研发、生产和质检等系列
难题，具有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
生产线。

此次与金海药业合作的伊

丽娜·米哈伊洛夫娜·契尔努哈
院士，来自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戈尔巴托夫食品系统联邦科学
中心。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
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在维生
素与微生物物质的研究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此次双方合作，
强强联手，将不断加大“产研”
协同创新力度，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加速创新药物开发及先
进制药技术产业化，必将为提
升金海药业研发能力插上腾飞
的翅膀，为烟台市动保行业的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回里镇“三个着力”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刘琳）回里镇将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推进强村
富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
过“三个着力”推动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发展壮大，将党支部的政
治、组织优势，转化为助力村级
发展的产业、市场优势。

着力于选拔带头人队伍。
深化村党组织书记选配改革，把
带头人培养成发展能人。加强
带头人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建

设，今年以来，组织党组织书记
外出学习观摩7次，举办镇域内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等各类班次
5次。同时，每个季度开展支部
书记论坛，通过集中学习、座谈
交流等形式，形成各支部之间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培养出一支
懂经济、懂市场、会管理的带头
人队伍。

着力于培育主导产业。在
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上持续
用力，持续加大果蔬种植产业优

势，领办出一批解村葡萄、东黄山
大樱桃、巨甲苹果等以传统优势
产业为主导的合作社。在传统
经济作物种植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发展适宜本村实际情况的新
产业，如依据本村山峦资源丰富
的优势发展蜂蜜产业的土峻头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学习外地
先进管理经验发展荷兰香蜜杏
规模化种植的迟家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等。截至目前，回里镇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实现各村

全覆盖，其中果品合作社共27
家，建设标准化示范园10余处。

着力于树立示范路径。坚
持实事求是、因村制宜，用身边
的成功事例树立可学习可借鉴
的榜样。总结推广西回里村“党
支部联手专业能人”、东回里村

“统一服务、村企合作”、迟家村
“土地入股、项目带动”等合作社
发展等多种机制，从土地、经营、
销售、服务等方面，为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工作提供示范路径。

区退伍军人事务局
真情服务获赞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于欢）11月25日
上午9点，由政府安排工作的退
役士兵代表，将一面“落实政策、
心系退役士兵，保障有力、服务
温暖如家”的锦旗送给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

据悉，11月23日下午，我区
组织了2020年度由政府安排工
作退役士兵公开选岗工作，20
名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中，11
人选择事业单位，8人选择央企
或市属企业，1人自愿选择灵活
就业，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的比
例为55%。

自退役士兵报到以来，区退
役军人局践行“为了你，走近你，
了解你，关爱你，依靠你”的服务
理念，实施退役军人党组织关系

“一见启动”服务，为需要办理组
织关系转接的退役士兵办理相
关业务，让退役士兵少跑腿、不
跑腿、零跑腿。另外，区退役军
人局组织退役士兵参加岗前培
训，通过培训，让退役士兵尽快
熟悉工作岗位，掌握基本办公技
巧。同时，在退役士兵选岗前，
区退役军人局提前逐一联系各
接收单位，了解接收单位岗位设
置、工作要求、工资待遇等，并在
岗位公示期为退役士兵进行耐
心、细致的讲解，帮助他们选到
心仪的岗位。

李家河成为我区首个省级美丽示范河湖

我区河湖治理迭代升级有了标杆
近日，从区水利局传来喜

讯，李家河正式通过省级美丽示
范河湖验收，成为我区首个省级
美丽示范河湖，为全区河湖生态
治理工作树立标杆。成绩取得
的背后，是区水利局强化河长湖
长履职尽责，不断加强河湖生态
治理，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的稳扎
稳打、持续攻坚，“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的景象在福山随
处可见。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区已
全面完成全区38条河流、73座
水库划界工作，发现并整改河道
问题1400余处，清除河湖管理
范围以内违建及阻水障碍物9万
多平米，清理垃圾400多吨，河
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强化，“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人和”的美丽河湖景象逐步
呈现。

河长“治”河显成效

河湖是生态空间的重要组
成，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保障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民生
的重要基础。如何有效管理河
湖？全面推行河长制，是党中
央、国务院为此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在纵深推进河长制湖长
制由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从

“有名”到“有实”转变的关键之
年，我区河长制湖长制也交出了
亮眼答卷。

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是
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的基础
性工作。2020年，我区已全面完
成全区38条河流、73座水库划

界工作，全区共有8名区级河湖
长，38名镇级河湖长，132名村
级河湖长，149名河湖管员，实现
了每条河都有河长，每座水库都
有湖长。

河长制的完善，让我区河长
“治”初显成效。严格按照上级
河湖长、河湖管员巡河履职的规
定，福山区178名河湖长、149名
河湖管员利用手机 APP 巡河
60000余次，及时发现解决河湖
管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巡河成
效明显提升。

“推进河湖巡查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一米一米地巡查才能做
到问题及时发现。”区水利局河
湖管理与水政渔政科工作人员
介绍，区水利局还聘请第三方巡
查队伍，每日对全区河道进行全
面排查，发现问题，通过区河湖
巡查管理系统发送至各镇街园
进行整治，已发现并整改问题
1400余处，有效提升河道生态
环境水平。

加快建设美丽示范河湖

为进一步推动河湖水环境
面貌持续改善，强化河长、湖长
履职尽责，恢复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自然风貌，河湖长制
全面实行以来，区水利局河湖管
理与水政渔政科按照上级部门
和区委区政府要求，针对河道管
理范围以内“四乱”问题，实施了

“清四乱”“清河行动”“河湖清违
整治”等多次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区累
计清除河湖管理范围以内违建

及阻水障碍物9万多平米，清理
垃圾400多吨，全面提升河道行
洪能力及生态环境质量。据介
绍，今年以来，我区已常态化实
施河湖“清四乱”，持续加大对新
增和反弹问题的排查力度，同
时，针对门楼水库管理范围内的
历史遗留问题，采取科学调整管
理范围线的方式予以解决，充分
兼顾防洪安全及村民利益。

编制《河道采砂规划》

我区河湖岸线长，砂石资源
丰富，非法采砂乱象一直是河湖
生态治理的难点和痛点。为推
动河道砂石资源科学开采，今年
5月份，区水利局河湖管理与水
政渔政科组织编制了《河道采砂
规划》，对全区所有河砂资源储
量进行勘探摸排，科学划定可采
区、禁采区、分步开采量，在全市
范围内率先出台《福山区规范处
置河道砂石资源及打击非法采
砂行为实施方案》，并通过区政
府常务会议议定通过，规范了河

砂资源处置及非法采砂行为打
击流程，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砂乱
象，维护了河道采砂秩序。

“我们下大力气维护河道秩
序，配以巡河员日常管护，你看
现在，河畅了、水清了、来河边散
步的人也多了。”区水利局河湖
管理与水政渔政科工作人员说
道。

多管齐下，长效施行，我区
河湖管护水平逐步提升，河湖生
态持续优化，成功打造李家河省
级美丽示范河湖，交出了令人满
意的河湖治理迭代升级阶段性
答卷。当下，在巩固好无违河湖
的基础上，区水利局正在分期分
批打造一批美丽示范河湖，加快
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
和”的河湖水环境，逐步实现“防
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
生态、宜居水环境”的目标，让每
条河流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让河湖成为人民群众满意的
美丽河湖。
YMG 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
员 吕林青 摄影报道

成功引进两名外籍院士

福山开发区第二个院士工作站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