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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枣庄市薛城区沙

沟镇扶贫爱心超市正式面

向建档立卡贫困户营业。

这是枣庄市成立的首家扶

贫爱心超市。

该超市经营面积30余平

方米，备有粮油、生活用

品、学生用品等。超市采取

积分兑换运营模式，贫困群

众持积分卡兑换等价值物

品，“积分卡”由村扶贫专干

和帮扶责任人入户考评发

放，实行每月评分发放一次。

考评内容涉及环境卫生、内

生动力、美德建设等方面。目

前“扶贫爱心超市”可兑换物

品达30余种，深受贫困户的

欢迎。 (魏广运 周厚强)

◆记者 张庆海

近日，滕州市召开了全市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推进会议，

动员全市上下以“双招双引”

和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通过

谈体会、找差距、明思路、定

措施，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全面加快滕州高质

量发展步伐。

今年以来，滕州市聚焦聚

力抓“双招双引”重点项目突

破，全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取得显著成效。上半年，全市

生产总值实现652 . 27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40 . 76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8 . 9%。

夯实动能转换产业支撑

抓实双招双引、项目建设

和园区发展“三合一”机制，

全力扩大高质量“双招双引”。

聚焦六大优势主导产业，精准

对接500强企业和大型央企民

企，积极参加赴上海、西安招

商洽谈活动，举办第四届鲁班

科技文化节暨第十二届中国滕

州机床展销会，上半年共签约

项目123个，开工建设57个，其

中，过50亿元项目3个；出台

人才新政17条，招引省级以上

高层次人才26人，引进本硕博

154人。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坚持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

目干，将全年工作梳理成257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145个。

投资50亿元的腾龙精线智能制

造产业基地一期建成投产。启

迪亚都智能制造从签约到首台

产品下线仅用95天时间，创造

了招引项目新速度。投资60亿

元的墨子科创园、投资51亿元

的鲁化己内酰胺、投资40亿元

的中材锂膜、投资40亿元的中

科院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投

资40亿元的富源煤矸石高效利

用、投资20亿元的北玻院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等工业大项目进

展顺利。

全力提升园区发展水平。

加快推进国家级开发区创建，

实施“管委会+专业公司+引导

基金+专业招商”管理运营模

式，大力发展“飞地经济”，

推进“腾笼换鸟”，今年盘活

闲置土地675亩、厂房13万平方

米，开发区发展活力、亩均效

益明显提升。

增强产业发展新动能

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深化

与中科院、北航、北理工、山

大、浙大等院校产学研合作，

中科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与

产业化联盟滕州转化基地、北

玻院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创新

平台加快发展，山东省航空发

动机叶片制造重点实验室、精

密机床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中

心等项目加快推进。上半年，

新认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3

家，申报省级重点实验室 1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11家；

新增院士工作站1家，总数达

到11家。

抓实企业技改。突出技改

抓创新，实施重点工业技改项

目63个，开工54个，工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36 . 7%。深入开

展高质量发明创造攻坚行动，

山森数控、鑫迪家居、大明消

毒科技等11家企业先后获评省

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专精

特新”企业和“瞪羚”企业。

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坚持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国家工

信部试点的滕州浪潮机床工业

互联网成为全国八大工业互联

网平台之一。中国机床海淘网

已集聚机床企业、配件商、服

务商342家，应用服务107项。

大数据产业园已招引中科曙光

等37家企业入驻，取得70多项

专利技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600万元、利税585万元。墨子

科创园建成运营，成功招引6

家企业进驻生产，上半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2000余万元。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抓

实一次办好、一网通办，新办

企业营业执照1 0分钟立等可

取，2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办企

业手续办理，开发区入园工业

项目“拿地即可开工”，工程建

设项目3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提升经济外向度。香港腾

龙投资、光大国际合作项目加

快推进。深入开展“双唤行

动”“双培工程”，做大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跨境电商平

台，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绩企

业15家，进出口实现17 . 96亿

元，增长13 . 1%。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出台

《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认

真落实减税降费、支持企业高

质量发展政策，设立服务企

业、人才“一窗帮办”窗口和

服务专家人才及来滕投资客商

就医“绿色通道”。

滕州加速创新要素集聚

“高精尖”项目扎堆落地

沙沟镇：

枣庄首家扶贫爱心超市开业
如今的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条条道

路经纬交织，幢幢高楼鳞次栉比，美丽乡村

花团锦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服务功能逐

步提升……缤纷画卷徐徐展开，现代韵味处

处彰显，“奋进”气息时时散发。

路域环境整治持续发力。按照《薛城区

镇域环境整治实施方案》要求，突出治脏治

乱治差，对辖区内的郯薛路、枣曹路、疏港

路、薛周路等主要道路，进行建筑立面、道

路绿化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全方位规划设计，

全力做好道路路面保洁、道路两侧市容集中

整治、绿化树木养护，规范道路两侧经营户

管理，整治乱搭乱建现象，确保路畅、街

净。截至目前，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完成

郯薛路、枣曹路、薛周路、疏港路路域环境

整治，拆除违法建设4 . 5万平方米，硬化道

路6 . 5万平方米、铺设人行道2 . 3万平方米，

粉刷建筑立面13万平方米，改造沿路房檐1

万余米，更换门头牌匾2万余平方米，道路

两侧回填土方14万立方米、新增绿化苗木60

万株，新增绿化节点1 . 3万余平方米。

城市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积极助推城区

“南延”发展，加快城南新区和中心城区建

设进度。配合完成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全

力做好附着物清理，积极协调工农关系，协

助推进京台高速改扩建工程(常庄段)、汉江

路下穿京沪立交桥、S318郯兰线改造工程

(常庄段)、枣菏高速微山连接线薛城段等项

目进度；扎实推进何庄社区建设和临山铁道

游击队纪念园及铁鹰装饰城周边区域拆迁工

作，积极配合铁西水厂棚户区网管配套工

程、污水处理厂扩建以及城区雨污分流管网

工程等项目建设。

综合管理水平稳步提升。推进城乡管理网

格化、精细化、智慧化、法治化，形成共建共

享的良好局面。根据全区“项目攻坚年”会议

精神，将全街道重点工作分为10条工作线，明

确责任人责任时限，定期调度，在全街道上下

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目标导向，为

实现更强更富更美新常庄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王雷)

常庄街道：

缤纷画卷徐徐展开
枣庄市薛城区巨山街道认

真落实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政

策，通过“育”“返”“树”“引”“聚”

举措，积极构建人才引入、培养、

使用的科学体系，统筹推进各类

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适应

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

新形势，提升农民生产经营素

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邀请农业专家为农民讲课，聘请

农业技术人员采取“一对一”“一

对多”的方式到田间地头帮扶指

导，加大现代高效农业人才培养

力度。今年以来共举办技术培训

班5期，培训农民320余人。

支持各类人才返乡。以乡情

乡愁为纽带，以大学生、进城务

工人员、复退军人等群体为重

点，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业。为

创业者免费进行创业培训，为缺

少资金的创业者协调贴息贷款。

目前共免费技能培训120余人，

协调贴息贷款150万元。

树立基层典型模范。注重发

挥典型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培

养挖掘人才典型，营造亲才爱才

的浓厚氛围，近年来先后培树典

型50余人，带动致富800余户。同

时，鼓励离退休党员干部、知识

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到乡村发挥

余热、施展才能。

为创新引领新旧动能转换，

巨山街道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引

进领军人才，先后为辖区企业引

进“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泰

山学者青年专家、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上海“千人计划”等签

约专家6名，为创新引领新旧动

能转换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认真对接各级人才政策，做

好“筑巢引凤”工作，对于那些在

外创业、小有成就的能人，以亲

情、乡情、友情为纽带，积极鼓励

在外优秀人才带着技术、资金、

市场等回乡创业兴业，加速集聚

高精尖人才。(李自发 高晨华)

巨山街道：

“筑巢引凤”添发展活力

近年来，枣庄市薛城区

临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坚

持“小而精、精而特、特而

强”的工作思路，立足区位

优势、资源优势，精准发

力，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薄弱村提前实现“破

三”，达到10万元以上。

盘活闲置资产，科学引

进项目。

综合利用村居紧邻城

区、交通便利优势，盘活村

级闲置厂房，积极招引项

目，枣庄领航电子有限公

司、鸿瑞驾驶证代办服务有

限公司、恒翔电器有限公司

等13家企业在村落户，村集

体年增收32万元。

因地因村施策，拓展增

收渠道。

积极引导种养大户和致

富能人传授技术，组建合作

组织，先后成立江南会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薛城生态

养殖等农村经济专业合作

社、专业协会12个。抢抓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契机，集中

清理建设用地236亩、机动

地586亩、四荒地170亩，进

行重新发包，农村集体经济

年增收90余万元。

依托区位优势，做好

“路边文章”。

借助西丁桥、绳桥、张

桥村的区位优势，做好“路

边经济”文章，发展枣曹路

沿线烟酒门市近100家、木

材加工20余家、餐饮服务29

家、粮油加工15家，农民致

富渠道不断拓宽。

建强村级班子，提供强

力保障。

以村居“两委”换届为

契机，聚焦优化年龄、学历

结构，突出配强书记、建强

班子，换届后平均年龄下降

1岁，村“两委”高中以上

学历占比提高20%，农村党

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

斗力明显增强，为持续壮大

村集体经济提供了强力组织

保障。 (殷宪昊)

临城街道：

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

近年来，枣庄市薛城区邹坞

镇紧紧围绕工业强镇发展目标，

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实现了镇

域经济跨越发展，荣获市级煤化

工产业集群镇称号，镇域综合考

核和双招双引考核全区第一。

立足建平台聚项目，谋篇布

局打造“一镇四园”。投资200万

元，在全市率先编制产业发展规

划，布局了“一镇四园”发展格

局。薛城化工产业园以“零基础”

启动建设，先后搬迁村(居)6个、

房屋2000余户，目前规划面积达

10 . 54平方公里，完成投资131亿

元，实现产值86亿元，以全省第四

名的成绩通过省级化工园区认

定 。新 材 料 工 业 园 设 计 建 设

110KV变电站1处，架设线路23公

里，新修道路3条，规划面积1 . 74

平方公里，年产值达到6 . 5亿元。

机械制造园依托原有产业项目，

合理规划园区面积1 . 41平方公

里，聚集制造业项目11个。现代综

合物流园围绕薛城化工园区，大

力引进物流产业，已聚集物流企业

9家，年货物吞吐量达800万吨。

围绕强产业促发展，不遗余

力壮大“实体经济”。全力做强化

工产业，以上游焦化为龙头，新

增下游馏分轻质化、针状焦等项

目，建有化工项目31个，实现税

收3 . 5 2亿元。不断做优传统产

业。引导金正实业与民企500强

华翔集团合作新建2万吨精密铸

造项目，支持顺兴水泥新建日产

1万吨砂石骨料项目，两大项目

投产当年贡献税收均超过1000

万元。推进多乐采暖加快创新发

展，研发专利80余项，参与2项国

家锅炉行业标准制定，原有的钢

铁、水泥、锅炉实现了华丽转身。

努力做大新兴产业。支持三和信

达加大技术投入，目前企业生产

的均四甲苯新型材料品质达到

世界最高标准。同时，全力服务

未知园等2个新兴项目建设，培

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聚焦提质效增后劲，精准务

实开展“双招双引”。主动赴河

南、江苏等地开展项目招商，签

订协议意向书项目3个；引进鑫

铭建筑、朝岭汽车等总部经济10

个，实现税收1700万元。同时，累

计签约泰山学者3名，正在洽谈1

名，引进科技前沿专利14项，申报

科研创新平台5个，培强了人才

和智力支撑。 (吴娜)

邹坞镇：

壮大实体经济 打造工业强镇

导报讯 近日，山东省发改委下达

2019年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投资计

划，枣庄市获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扶持1050万元。其中，滕州市嘉誉干杂

海产品批发市场电子商务及物流信息中

心建设项目获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支持900万元，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夏竞获省级服务业专业人才奖励30

万元，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获泰山产业领军人才资金120万元。

据悉，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

目的争取实施，对枣庄服务业新动能培育

成长，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推动服务业

提速升级将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薛新)

导报讯(记者 徐广泰 通讯员 王浩楠)

近日从枣庄高新区管委会获悉，今年以

来，该区扎实推进“双招双引”工作，

互联网小镇迎来一批科技创新企业和领

军人才入驻，新注册企业已有30多家，

园区整体业态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发

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积极优化服务环境，先后建设企业

一站式服务平台、党员创业中心、全市电

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质量追溯平台、市

科协创新战略基地等，打造出集专利、法

务、财务代理、物流等服务职能于一体的

“店小二”服务街区，便捷了园区企业

的各类业务办理。今年新注册企业30多

家，总数达到430多家，入驻100余家。

立足产学研合作，互联网小镇积极

推进国家级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和

省级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浙大工研

院已孵化16家产业化公司，高端人才队

伍达到189人，其中院士2人、国家“千

人计划”3人，申请发明专利共91项，3

人获评“枣庄英才”；中移智能组建

160余人的研发团队，已打造出从事人

工智能、大数据研发应用的全国性运营

总部和创新研发中心。

实施产业提升工程，对接园区内浙

大工研院、易教科技、北大医疗等骨干

企业，做好配套服务，推动企业在产业

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目前，

易教科技智慧黑板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万商教育、博科再生、浙大网新等项目

已入驻运营。

枣庄获1050万
省级服务业引导资金

互联网小镇迎来
众多科创企业入驻

中科院化工新

材料技术创新与产

业化联盟滕州转化

基地、北玻院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等创

新平台加快发展，

精密机床关键零部

件研发制造中心等

项目加快推进

榴园花讯
Liu yuan hua 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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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枣庄段

二级航道整治工程开建

导报讯 近日，京杭运河

枣庄段二级航道整治工程开工

建设。该工程是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项目第一批优选项

目，工程概算资金 2 6 . 2 2亿

元，工期计划2年。

据了解，京杭运河枣庄段

二级航道整治工程和信息化管

理系统等配套工程完工后，将

进一步完善山东省高等级航道

网络，提升沿运港口吞吐能

力，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孙秋实 谢峰)

山亭区“牵手”北京科大

导报讯 近日，山亭区与

北京科技大学签订战略协议，

共建北科大山亭创新研究院，

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据悉，创新研究院的成立

将进一步加强北京科技大学与

山亭区之间的密切合作，有效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助力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经济

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宋伟)

华电国际十里泉发电厂

向市供热热网项目开工

导报讯 近日，华电国际

十里泉发电厂向市供热热网项

目正式开工。该项目是枣庄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民生工

程，对该市淘汰落后小热源、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

意义。

华电国际十里泉发电厂现

有装机容量2120兆瓦，全厂供

热能力达2000吨/小时以上，

可供热面积3000万平方米。

(刘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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