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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

东营节日市场供需两旺

导报讯 据东营市商务

部门统计，春节期间各大超市

共储备各种等级面粉159吨、

大米354吨、食用油345吨、肉

类84吨、各类蔬菜92吨等。

商务部门针对春节期间

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善市场

保供工作预案，指导商贸流

通企业为适应群众节日消费

需求，积极拓宽进货渠道，

加大产销衔接力度，重点抓

好粮、油、肉、蛋、菜等重

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确

保市场货源充足。 (郑代玉)

环保过大年

烟花爆竹市场有点“冷”

导报讯 随着人们对环

境污染和安全问题的重视，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的 人 越 来 越

少。6日走访东营市区部分临

时销售点发现，五颜六色的

烟花爆竹琳琅满目，但摊前

的顾客屈指可数。

2017年478处，比前一年

减少 7 2处； 2 0 1 8年 4 5 9处；

2019年426处——— 公开数据显

示，近年来，东营市春节期

间烟花爆竹临时零售点数量

呈逐年下降趋势，从侧面反

映 出 了 烟 花 爆 竹 的 越 来 越

“冷”。 (王文朋)

东营上演“夜景大片”

浓浓年味贺新春

导报讯 (记者 李志海)近

日从东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 理 局 获 悉 ， 东 城 启 动 了

2019年春节亮化工作，一场

彩化、亮化、美化的视觉盛

宴在春节期间呈现在广大市

民面前。

本次亮化覆盖东城6条主

要街道和新世纪广场。亮化

工程兼顾节能减排，灯具以

功率低、寿命长、亮度高的

LED节能材料为主，在设计

上兼顾道路与建筑物亮化的

和谐统一，做到功能性、观

赏性并举，展示东城丰富多

彩的节日夜景形象。

在鲜花中“嗅”年味

导 报 讯 2 月 6 日 一 大

早，位于东营市胶州路的星

愿花店就热闹了起来，前来

选购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

花店店主王女士介绍，

花店大年初一休息了一天，

还有一些老顾客打电话要求

订花。“我的花店开了11年

了，能感受到市民对鲜花购

买的变化，这几年春节期间

来买花的顾客越来越多。”

(李玲)

“青春扶贫 益暖东营”

集中行动启动

导报讯 日前，由共青

团东营市委、市青联、市学

联、市少工委主办，市青企

协、市青摄协、市青书协承

办的2019年“青春扶贫 益

暖东营”集中行动启动仪式

举行。仪式上，为社会爱心企

业单位代表颁发了捐赠纪念

证书，为贫困家庭青少年代表

发放了“青春扶贫 益暖齐

鲁”温暖礼包和学习用品。

自1月4日“青春扶贫

益暖东营”集中行动宣传发

动以来，全市各级团组织和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行

动，通过“青益筹”爱心捐

款、捐赠物资等方式参与集

中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延智)

◆记者 李志海 通讯员 葛铸聪

2018年，注定是东营发展进

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增

长极、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

地，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

城市”，东营市委六届四次全会

标注了新时代东营发展的新目

标，擘画了新时代东营发展的新

蓝图。

从“想到”到“得到”，关

键是“做到”。一年来，全市上

下凝心聚力，狠抓落实，干事创

业的激情高涨，比学赶超的氛围

浓厚，风雨兼程、步履铿锵，全

面拉开了新时代发展的新格局。

腾笼换鸟 浴火重生

2018年6月，山东省政府印发

《 鲁 北 高 端 石 化 产 业 基 地 规

划》，东营炼化一体化区成为山

东重点布局的4个石化功能区之

一。

建设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是省委、省政府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的一项重大举措。东营作为山

东石化产业最为集中的市，加快

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建

设，聘请高层次专家编制高端石

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行动方

案。同时，深入研究炼化企业整

合重组的路径，加快完善“油头

化身高化尾”的产业链条。目

前，东营正在全力推进对二甲

苯、乙烯、己内酰胺等石化基地

产业链支撑型项目。

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

区建设是该市2018年大力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工程的缩影。过去的

2018年，乘着新旧动能转换的东

风，该市着力打好“优势牌”，

以产业融合为重点，以聚焦发展

为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

力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全市经济稳定

增长、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

量提升。

传统产业“老树生新枝”。

石油化工列入省级支柱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示范，有色金属、石油

装备列入省级主导产业集群转型

升级示范，橡胶轮胎列入省级特

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主营

业务收入过百亿企业达到31家。

新兴产业“新苗更茁壮”。

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

新兴产业，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加速膨胀产业规模。实施和储备

新旧动能转换第一批优选项目144

个，其中5个列入省重点项目、13

个列入省优选项目。

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极，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要落到具

体项目上。2018年，全市上下坚

持发展以项目为导向，加快推进

86个市重点项目、128个市政府投

资项目、93个水气土污染治理项

目、10个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这

些项目或聚焦“四新”“四化”

项目，加快了“四新”经济破

题；或聚焦产业链条项目，进一

步放大了产业集群效应；或聚焦

高端高质项目，明显提升了全市

产业层次……

推动旅游由“独唱”

向“大合唱”转变

2018年11月1日至3日，“大美

黄河口，浪漫东营行”全国网络

媒体采风活动在东营市举行。最完

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

统，河海交汇的奇观、美到窒息的

红地毯、芦花飞雪的盛景……经过

记者们的文字、图片传到了全国各

地。生态旅游，成为东营发往四面

八方的“金色邀请函”。

“黄河从这里入海”，这无

疑是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按照

市委六届四次全会安排部署，东

营市扎实推进“旅游富民”三年

行动计划，坚持以富民惠民为主

线，以项目建设为支撑，做大增

量、做优存量、做强品牌，力争

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富裕东

营的支柱产业、幸福东营的惠民

产业和宜居东营的生态产业。

为提升东营文化旅游影响

力，东营市紧紧围绕打造“黄河

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

位，推进重点项目，打造精品产

品，叫响“黄河入海，我们回

家”品牌。

——— 抓创建。推进黄河口生

态旅游区5A级景区创建，与国际

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集团———

华侨城旅投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通过“赋能管理+精准投资+

高品质旅游资源开发”等模式开

展合作。

——— 补短板。启动黄河水城

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编制

完成总体规划，向省政府提交了

设立申请，省直有关部门正在会

签意见。建设市旅游集散中心，

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用地

评估收储等前期工作。

——— 破难题。借助康华海洋

牧场、黄河口海水浴场等项目，

开辟海上观河海交汇精品线路，

切实解决游客观赏河海交汇难的

问题。

2018年，东营市以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市为抓手，突出重点，

集中攻坚，明确50个部门单位224

项创建任务，推动旅游由一家

“独唱”向部门联动的“大合

唱”转变——— 高标准编制《东营

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通

过专家评审；修订出台《旅游景

区若干奖励政策》，积极争取国

家、省扶持政策，新创建3A级景

区8家，4A级景区1家，全市A级

景区达到46家……一项项举措正

在扎实推进，丰富了城市文化内

涵，突出了特色，吸引了远方的

客人。

“国际湿地城市”声播全球

2018年10月25日，在国际《湿

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全

体会议上，东营荣获全球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全球仅

有18个城市获此殊荣。

东营获此大奖，是因为拥有

独具魅力的丰富的湿地资源和巨

大的生态保护成效。据第二次全

国湿地资源调查，东营市共有湿

地5类14型，总面积45 . 81万公顷，

占全省湿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居

全 省 第 一 位 。 全 市 湿 地 率

41 . 58%，湿地保护率51 . 29%，其

中陆域湿地面积1807 . 3 5平方公

里，占陆域面积的22%，在全国也

十分少见。

“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

中”，东营市委六届四次全会提

出了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

城市的目标，为全市描绘了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的美丽新画卷。

为让湿地和城市更加融合，

该市成立了相关项目专班，开展

了湿地修复项目研究，编制湿地

入城三年规划，对中心城现状湿

地、河道、水系、湖泊、水库、

坑塘、藕田等水面湿地进行改造

提升。结合当前湿地现状，东营

市正在积极打造“三纵三横”，

辛安水库片区、耿井水库片区、

现代渔业示范区、生态新城片

区、胜利街道北部片区等5个湿地

特色风貌景观片区，织密中心城

生态湿地布局网，提高湿地覆盖

率，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

各类湿地美景。

城市的空间布局水平，体现

着一座城市的品性以及产业与人

的关系，甚至可以从中窥探到城

市的未来图景。

2018年，该市启动了新一轮

《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起草了《关于加强规划引领提升

城市建设品质的实施意见》，加

快构筑“一主、一副、一次三组

团、多地区中心”的城市格局。

同时，启动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规划编制工作，在水资源布局、

综合交通体系、产城融合、城市

风貌特色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着力打造居住之城、生活之城、

工作之城。

导报讯 春节前夕，由东

营市委、市政府、胜利石油管

理局有限公司主办，东营市委

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

司党委组织部共同承办的第三

届“东营学子家乡行暨高校英

才进东营”人才交流会举办。

本次活动是该市春节前规

模最大的大学生人才招聘活

动。截至1月26日下午3时，入

场人数16106人，现场达成就业

意向人数5717人，其中，硕士

研究生以上89人；实习实训报

名人数305人；美国、韩国、白

俄罗斯等国27名留学归国人员

登记就业意向。

本次人才交流会包括举办

大型人才招聘活动、实习实训

岗位发布、企业及园区路演展

示和东营市招才引智政策宣传

咨询服务等丰富内容。

东营市石化、石油装备、

橡胶等主导产业及金融、建筑

设计、人力资源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的骨干企业、重点企业、

胜利油田改制企业、国有企

业、优秀中小企业等300多家用

人单位参加现场招聘，提供优

质招聘岗位1 . 2万余个。

为满足在校大学生实习实

训需要，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还面向全市主导产业

骨干企业新遴选 2 3家大学生

“实习实训”基地，全市共52

家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现

场发布实习实训岗位1340个，

提供给有意愿的在校大学生到

现场咨询和报名。

在大会现场还设企业(园区)

路演展示专区，该市主导产业

骨干企业代表、省级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代表等12家单位参

与路演，通过路演使求职者了

解东营市的企业现状和用工需

求，以及创业政策、人才政

策、园区政策等内容，为个人

提供创新创业信息支持、为企

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支持。同

时，为做好教育人才招聘工

作，广揽人才，大会还举办免

费师范生现场签约仪式。(李玲)

打好动能转换“优势牌” 生态旅游成金色名片

东营“金色邀请函”邀来远方客

大型人才交流会达成就业意向5717人
硕士以上89人，还有27名留学归国人员

导报讯(记者 李志海)“我们

可以把先进技术、研发团队和

一些技术成果引进到广饶，进

而提升广饶企业的研发能力。

广饶本土优势也为我们一些重

大科技创新成果提供落地转化

的空间。”近日，广饶县武汉

理工大学化工研究院办公室主

任李子健说。

作为广饶县招商引资的重点

项目，武汉理工大学广饶研究院

已于2018年正式揭牌成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旧

动能转换是关键。“广饶县将以

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快产业融合为

突破口，努力为‘打造山东高质

量发展的增长极’贡献广饶力

量。”广饶县委书记梁润生说，

“广饶县将立足高站位高定位，

深入推进思想解放，对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谋划，全力推动全县经济保持高

质量发展。”

具体到产业来说，化工产

业要抓住创建省级化工园区机

遇，加快与中国能源等央企的

合作，推进化工企业整合联

合，建设总投资800亿元的中能

源化工产业园，做强化身拉长

化尾；橡胶轮胎产业，与双星

集团、银吉公司合作设立重组

基金，推动产业兼并重组、资

源整合，打造3-5家有强大竞争

力的大型轮胎企业，同时积极

发展橡胶配件等产品，增强产

业竞争力。对轮胎、机电汽

配、纺织、造纸等产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加快工业化、信息

化融合发展；大力推进加工贸

易一体化，推动加工制造与现

代物流、现代营销、设计研

发、专业服务等业态模式深度

融合，当前重点与新华锦集团

合作设立跨境工贸综合服务

体，提高产业综合贡献率。

要实现目标定位，必须激发

改革推动、创新驱动、投资拉动

三大动力。“广饶县将重点抓好

13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深入

推进微改革、微创新，打通发展

制约瓶颈。”梁润生说，“我们

还将搭建好智库、创新园区、研

究院等平台载体，广泛吸引高端

人才，聚集创新要素。同时，修

订全县综合考核办法，加大项目

建设权重，引导各级做到发展以

项目为导向。”

据悉，广饶县已谋划论证

2019年的重点工程项目，努力以

高质量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

广饶县将从硬、软两方面加

强建设，切实创优发展环境。

硬环境方面，该县将积极

推进撤县设市，把广饶街道、

乐安街道、大王镇、稻庄镇和

李鹊北部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

区，抓好城市空间规划设计，

加快拉开40万人口规模的现代

城市发展框架，推动广饶由县

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迈进提升。深

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 (县级 )创

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和国家卫

生县城复审“三城联创”，完善

公共服务配套，提高城市生态宜

居水平。

软环境 方 面，深入推进

“放管服”和“一次办好”改

革，结合建设总投资5600万元

的新政务服务中心，推动行政

审批事项集中入驻，真正实现

“只跑一次”，努力打造一流的

营商环境。

改革推动 创新驱动 投资拉动

广饶力推13项
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

广饶县将重点抓好13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

点，深入推进微改革、微创新，打通发展制约瓶颈

全市300多家用人单位参加现场招聘，

提供优质招聘岗位1 . 2万余个

东营市紧紧围绕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

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推进重点项目，打造

精品产品，叫响“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品牌

春节前夕，来自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的“山东大王摄影协会”组织协会会员十余人，

到延集社区开展“相亲相爱全家福，文明实践送吉祥”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村民拍摄全

家福，并现场修片、冲印、裁剪、压膜。

近日，广饶大王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紧紧围绕志愿服务、移风易俗、家风建

设、文化惠民等重点环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牛超群)

送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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