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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滨州 广告

蒲城快播
Pu cheng kuai bo

E

4月份以来，滨州市滨城区掀起

新一轮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热潮。

4月 1 1日“智者智城·智惠

滨城”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创

业大赛启动，主要围绕高端化

工 和 新 材 料 、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三个重点产

业开展。

17日，滨城区与香港建通集

团、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

订山东鲁港现代综合物流产业园

项目合作协议，三方将联手打造

鲁北地区现代物流新标杆，标志

着世界知名物流企业普洛斯入驻

滨城区，助力打造融入普洛斯产

业网络的“普系城市”，助推产

业 深 度 融 入 “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25日，滨城区与太平洋建设

集团、未来城市集团签署高铁片

区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科创的滨城，用一流的营商

环境打造投资的热土，吸引有

志之士来滨投资创业；开放的

滨城，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用

真诚感动八方宾客；生态的滨

城 ， 河 、 湖 、 园 、 城 相 融 共

建 ， 带 给 你 宜 居 宜 业 的 “ 舞

台”……

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全域城市化

近年来，滨城区用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聚力科技赋

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创

新创业和转型升级的新高地，助

推产业“聚变”。

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 4 4

家、6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44 . 13%，金融

机构增至75家，市级以上各类创

新平台达64家，亚光毛巾消费品

标准化示范基地通过国家验收，

10家企业主导或参与制订修订国

家、行业标准32项。滨州工业园

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引进优势项

目，延长产业链条，并通过省级

化工园区认定。

如何让资源活起来、资金聚

起来、产业强起来？

滨城区以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为主线，实施科创赋能、

产业赋能、金融赋能、生态赋

能、文化赋能、品质赋能、改革

赋能、党建赋能“八大赋能”，

以实体产业发展及智慧城市建设

为支撑，全面推进全域城市化。

为让资源禀赋转化为区域的

竞争力，滨城区科学规划，着力

构建黄河生态风情旅游带，科教

融合发展片区、康养休闲旅游片

区、高铁综合服务片区、先进制

造业集聚片区、商贸物流集散片

区、城区综合服务片区，黄海科

学技术研究院暨首建智谷·黄海科

技产业园、滨州工业园、高端智

慧产业园，渤海高层次人才服务

中心、滨城区产融综合服务中

心、滨城区政务(市民)服务中心

“一带六片区三园三中心”总体

发展布局，画出高质量发展新蓝

图。

牵住“牛鼻子”

布局高端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传统产

业的强力支撑，也离不开新兴产

业的接续赋能。

牵住发展的“牛鼻子”，滨

城区立足产业特点和优势，加快

家纺服装、食品加工、装备制造

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培育打造了高端化工、家纺

纺织、农产品加工三大百亿级产

业集群，高端产业集群支撑带动

能力凸显。

高端化工和新材料产业，目

前已形成以滨化集团、中海沥

青、友泰科技等企业为主的百亿

级产业集群，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化工行业百强、建材行业

500强等企业云集。其中滨化集团

已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

整的综合型化工企业集团，当前

正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构建坚实的产业基础，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创建绿色化

工，构建“资源合理开发、产品

精深加工和资源综合利用”为特色

的循环经济一体化运营模式，促进

企业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十

三五”以来，滨化股份与清华工研

院携手，凭借滨化五十年丰富的

氯碱生产经验和资源配套优势，

依托清华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优

势，积极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已逐步搭

建起转型升级的人才、技术、资

金、项目等发展支撑平台。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列

入滨州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一核

两翼”产业发展布局。滨城区集

合优势资源，按照“前店后厂”

的思路，打造以电商经营和各种

服务为主体的数字经济产业园，

促进全区电商产业发展。该区不

断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积

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以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为主题、信息技术为手段、智

慧生活为支撑，借助“一支产业

发展基金、一支专业团队、一个

专业管理公司、一个直播平台、

一套运营沟通机制”的“五个

一”运营模式，推动人才、资

本、信息、企业多维融合，着力

建设成为一个基础设施网络化、

功能服务精准化和运营发展智能

化的智慧园区。

继阿里巴巴、鲨鱼菲特、十

方云服等项目落户后，近日山东

华拓网络-翠鸟数社大数据、牙博

士、图腾商贸3家企业完成数字经

济产业园的入驻签约。据悉，到年

底，数字经济产业园入驻项目将达

到15个，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

带动增加就业1500人。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形成以

博远重工、九环石油机械、亚泰

雅德、东海龙活塞、滨澳电缆等企

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准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达15家。高效生态纺织产业，形

成以亚光家纺、华纺股份、华润纺

织、三元纺织等企业为主的百亿级

产业集群，相关产品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在毛巾织造、纺织印

染等领域全国领先。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形成以

中裕食品、隆达食品、金汇玉

米、安琪酵母、惠尔佳生物、三

元生物等企业为主的百亿级产业

集群，成功打造了现代循环农业

发展新样板。其中，滨州中裕食

品有限公司“三产融合、跨界融

合、绿色循环”的全产业链新模

式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第二

批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

典型模式名录”，为全国粮食加

工行业提供了“中裕模式”，为

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中裕范

本”，全产业链模式成为全国唯

一。三元生物生产的赤藓糖醇占

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全球

赤藓糖醇行业产量最大的企业，

拥有行业定价权。

（杨琼 李荣新 马晓东 丁雪斌）

滨城区打造创新创业和转型升级新高地

科技赋能助推产业“聚变”

滨州20个双招双引项目

集中签约

导报讯 4月27日，滨州

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20个双招双引项目签约，其中

“十强产业”项目15个、招才

引智项目5个；渤海先进技术

研究院研发机构举行入驻启动

仪式。

据悉，2020年滨州市以双

招双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

了显著成效，获得了“含金量”

最高的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单项

奖励，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力

和空间。 (李元春)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着力打造“三张名片”

导报讯 国网滨州市供电

公司大力发展配网智能化推进

和员工使命养成教育，着力打造

“创优、奋斗、党建”三张名片助

力滨州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

完成售电量55 . 6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31 .06%。

今年以来，该公司还在全国

率先建成“八站合一”智慧能源

综合示范区，在全省率先完成

“十四五”新能源规划编制，率先

成立“红旗·先锋”讲学团，入选

省级新能源发展新高地提升行

动全面试点单位。

(王钰 代福永)

阳信金阳街道

完成土地卫片整改

导报讯 近日，阳信县金

阳街道率先完成全县2021年一

季度土地卫片执法整改工作。

在上级部门将卫片图斑下

发之后，金阳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迅速组织执法人员对所有

图斑进行现场核查，及时召开

研判整改会议，分类部署落实

整改措施，圆满完成了一季度

卫片整改工作。

(王钰 魏长平)

滨州农商银行坚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

持续强化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打造

“领航先锋”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工

作深度融合，形成了党建与业务互促共赢的

良好局面。

近期，北镇一级支行党支部与社区党支

部深入开展党建共建，了解到部分居民在北

镇鑫苑房款缴纳上犯了愁。为解决居民房款缴

纳难问题，该行积极与北镇街道办事处和社区

对接，建立未缴费居民信息台账，并提供一对

一上门服务；安排客户经理赴社区开展“安康

置业贷”政策入户宣传，对符合条件的居民进

行重点讲解与答疑。截至目前，该行共发放置

业贷11笔，金额120余万元。 (丁同立)

滨州农商银行：

党建引领促业务 为民解忧办实事
“真的非常感谢，辛苦你们了，

你们真是老百姓身边的银行！”日

前，王大爷来到惠民农商银行胡集支

行送上锦旗，对工作人员细致暖心的

服务表示感谢。

原来，前几日王大爷来到该支行

为其老伴激活社保卡。按照规定，办理

社保卡激活必须本人携带身份证办理，

但王大爷老伴已经80岁高龄，行动不

便，家离网点又远，出行困难。该行大堂

经理了解有关情况后，立即将此事汇报

给支行行长。支行行长迅速带领党员服

务队前往其住所，将老人接到网点办理

社保卡。业务办理完成后，又将两位老

人送回了家。王大爷拿到社保卡后高兴

得合不拢嘴，连连夸赞农商银行服务周

到、态度好。

近年来，惠民农商银行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高度重视

业务精细化、办事高效化、服务优质

化，坚持合规制度与人性化服务相结

合，将暖心服务送上门，让金融服务

有“温度”。 (周顺修 孙萌茜)

惠民农商银行：

“零距离”贴心服务获点赞

滨 城 区

用 新 发 展 理

念 推 动 高 质

量发展，聚力

科技赋能，加

快 新 旧 动 能

转换，实现产

业“聚变”

高新技术项目纷纷落户滨城区，图为数字经济产业园内鲨鱼菲特公司的产品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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