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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扎实落实好‘链长

制’，按照‘一条产业链、一

名链长、一个工作专班’模

式，建立环环相扣抓工作落实

推进的责任体系，精准招商、

育链成群。”日前，枣庄市薛

城区委书记赵刚表示。薛城区

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抓住项目建设的“牛

鼻子”，全力以赴强工业、兴

产业、优环境，不断夯实工业

产业发展基石。

今年上半年，该区实现生

产总值136 . 53亿元，同比增长

12 . 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 . 8亿

元，同比增长10 . 7%；实现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14 . 03亿元，同比增

长59 . 5%，其中完成地方级税收

13 . 1亿元，同比增长79 . 4%。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地方级税收

增幅及占比均居全市第一。

“提质+增量”

瞄准创新方向

该区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

造步伐，主动关停安阳煤矿，

实施工业技改项目87个，智赢

门窗、佰润纸业2号机等11个

项目建成运营；引导金正实

业、中力阀门等企业向精密化

方向发展，引导和顺达、通晟

远东实业等成长性较好的企

业，对标瞪羚和单项冠军企

业，加快掌握核心技术，当标

杆、做榜样；持续壮大高端化

工产业，新建高分子新材料、

易石化工等项目9个，二氧化

碳合成食品添加剂项目建成试

生产。

与此同时，该区积极推动

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年产100

万千升青啤（枣庄）工厂、中力

阀门、韦地科技等智能制造项

目加快建设，大健康医疗智谷

产业园入驻医疗器械企业3 3

家，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

该区双轮驱动战略成为支

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今年

上半年，高端装备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6 . 6 8亿元，同比增长

9 . 8%；造纸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9 . 81亿元，同比增长39 . 9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

收 入 1 3 . 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 . 86%；制造业技改累计完成

投 资 4 . 2 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2 . 82%。

“培育+招引”

引擎动力强劲

该区狠抓“补链、强链、

延链”工作，精准把握产业链

发展方向，积极招引产业链高

端项目落地建设，塑造新增长

点；支持“链主”企业聚焦主

业，吸引配套企业落户，增强

产业链核心凝聚力；支持上下

游配套企业开展产能协同、技

术合作、联合攻关，打通产业

链堵点、连通供应链断点。

深入开展“链长制”招

商，举办投资合作暨优化营商

环境恳谈会，全区新签约过亿

元项目59个，总投资528 . 2亿

元；依托青啤枣庄公司，规划

青啤智能制造产业园，建成枣

庄工厂一期项目，新上易拉

罐、包装箱等配套项目，打造

以青啤为龙头，由易拉罐、纸

箱等上游供应商和物流、运营

商等下游合作伙伴组成的产业

舰队；化工产业园以潍焦集团

为龙头，发展起上下游企业17

家，上半年实现产值6 2 . 5亿

元，纳税3 . 8亿元，分别增长

80 . 59%、78 . 29%。

“政策+服务”

民生温度暖心

薛城区着力构建“一区五

园”发展格局，加快推进开发

区产业发展规划、临港产业园

空间规划编制。加强园区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新建、提升疏

港路、府前路、振兴路等9条

道路，枣庄港通用泊位工程、

铁路专用线、薛微航道升级工

程扎实推进，园区承载力、吸

引力不断增强，加快园区“腾

笼换鸟”，盘活低效闲置土地

191亩；加大制度创新、流程

再造力度，新推出54项“跨省

通办”事项、148项“全省通

办”事项，“一业一证”实现

5 0个行业全覆盖；积极落实

“标准地”改革，新增工业用

地“标准地”127亩，处置批

而未供土地396亩。

该区还把打造宜居宜业的

城市环境作为提升营商环境的

重要举措，统筹推进教育、医

疗、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建设，

让城市功能更完善、布局更均

衡。良好的营商环境加速了项

目落地生根，今年以来，新开工

过亿元项目27个，总投资62 . 43

亿元；“领军人才领航计划”柔

性引进工业领域国际级、省级

人才10人，5月份就超额完成全

年任务；实现进出口总额6 . 3亿

元，实际利用外资2101万美元、

增长89 . 4%，全区处处呈现活

力四射、奋勇争先的良好氛

围。（刘振江 张生 武晨）

新签约过亿元项目59个 智谷产业园入驻企业33家

薛城优势产业“育链成群” 滕州新增一家省级乡村

振兴专家服务基地

导报讯 日前，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第四批

省级专家服务基地和省级乡村

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名单，滕州

市山东恒仁工贸有限公司入选

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

截至目前，该市共有省级乡村

振兴专家服务基地2家。

近年来，滕州市突出专家

引领、人才振兴，久久为功做

好专家服务及人才支持工作，

切实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

础。 （李卉）

薛城区率先实现

施工许可五证联办

导报讯 近日，瑞昇（山

东）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咨

询办理云玺台（二期）项目施工

许可相关事项，薛城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为其量身定制开工前许

可套餐，当日就完成了审批手

续，在全市率先实现五证联办。

据悉，薛城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手

续”“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防空地下室)”“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特殊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五个审批事项合并办

理，率先在全市实现施工许可

“五证联办”，当日就可完成

所有审批手续。 （殷聪）

高新区产业东区

网络素养教育进企业

导报讯 近日，枣庄高新

区产业东区根据区党群工作部

统一安排，在枣庄睿诺光电信

息有限公司开展“网络素养教育

进企业”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通过讲解宣传手册、发放

倡议书等形式向现场群众展示

网络文明建设成效，引导践行网

络文明规范，宣传什么是网络诈

骗、怎样应对网络诈骗等知

识，倡导群众主动下载国家反

诈中心APP。 (侯汶利)

榴园花讯
Liu yuan hua xun

E

导报讯 今年以来，枣庄高新区聚

焦“先把经济搞上去、集中精力强工

业”，加速建设产业“内循环”，积极

融入经济“大循环”，持续开展延链、

补链、强链，提升产业链韧性，保障各

环节运转畅通，力促产业链、供应链自

主可控、安全可靠。

以提质加速为责任，培育产业集

群。枣庄高新区以锂电为首位产业，不

断做大做强、培优突破，加速吉利欣旺

达HEV动力电池项目、天能锂电池研

发生产基地项目、上海电气等优质项目

落地，建成山东省质监系统唯一一家锂

电综合性权威服务机构，初步形成从正

负极材料、电芯，到动力电池系统集

成，再到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全锂电产业

链条，“枣庄锂电创新型产业集群”被

科技部火炬中心纳入2021年度国家级创

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产业集群成型成

势，规模优势逐步积累，正在加速赋能

绿色安全新能源典范城市。

以终端配套为路径，溯源产业链

条。枣庄高新区盯准终端龙头企业开展

靶向招商，坚持企业需求就是招商方

向，顺着“业务流”确定“招商流”，

自奚东智慧出行新能源项目引进以来，

先后调研了江苏金彭集团、保力新能源

科技、易事特集团等十余家企业。其

中，金彭集团、遥米新能源已落地建

设，保利新能源、易事特集团正在加速

投产，超威集团、卓川智能已达成明确

投资意向，终端招商取得显著成效，牵

住了招商引资的“针线头”，挖通了龙

头企业的“交流渠”，形成“引来一

个，带来一批”的良好态势。

以畅通安全为准线，强化关键节

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否，取决于

链上的关键节点。枣庄高新区视“节

点”为“重点”，持续开展定向招

商，从全国范围内筛选摸排，建立龙

头企业清单，在关键领域开展“饱和

式招商”，广泛对接、重点洽谈，努

力使“节点”变“强点”。紧盯锂电

池管理系统（BMS）、铜箔铝箔等锂

电链条关键环节，精准招引东莞嘉佰

达电子、惠州亿能电子、诺德股份等

锂电关联企业，配套引进高端动力电

池、锂电模组、BMS系统、锂电装备

及产品，加快金翌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

车等项目签约落地，力争在过50亿元项

目引进上实现新突破，巩固“招引一

批、开工一批、达产一批”滚动发展态

势。 (侯汶利)

枣庄高新区
打通产业链堵点

枣庄市国资委围绕国企改革三年攻坚行动，打

好“组合牌”，啃下“硬骨头”，推动“大融

合”，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总体

任务的70%以上。

打好“组合牌”，国有资本布局实现新优化。

枣庄市国资委组建市文旅发展集团，面向全国公开

选聘总经理；先后两次承担全省统一监管工作会

议，率先完成市区两级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

涉及企业130余户、资产1730多亿元、职工2 . 7万

人，形成涵盖一二三产业和重要基础设施领域产业

集团。今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以《纵横发力内外

赋能，枣庄市国资统一监管工作筑牢高质量发展框

架》为题，在官网和公众号对枣庄市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典型经验进行推广。通过建立市属

企业主业和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实现

主业控制在2-3个。

啃下“硬骨头”，国企改革攻坚取得新突破。

枣庄市国资委率先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工作，成功推荐滕州市作为全省县级国资国企改

革发展示范点，联合市委组织部在浙江大学举办

“枣庄市深化国企改革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专题培

训班”；将三年改革目标细化为6大项52项具体任

务，制定《三年行动任务分工表》，揭榜申报国务

院国资委“推动党建责任制考核与经营业绩考核相

统一”等重点课题研究。7月26日，市国资委优化

国有资本布局、聚焦主责主业、规范产权基础管理

做法在全省国资系统产权工作会议上做典型发言。

推动“大融合”，国企混改力度迈上新台阶。枣庄

市国资委通过混改项目合作，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效应，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充分

激活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国金水发集团与上市公

司东宏股份合作，出资1亿元成立山东国宏水务公司，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务工程；积极探索市、区（市）国

资合作新路径，市属国企鲁南投资公司、区属国企晟鸿

集团与本地民企智赢门窗3家合资成立山东智赢门窗

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智赢绿建节能技术创新园，成功举

办“创建全国节能系统门窗科技创新区现场会暨2021

年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峰会”。 (李涛)

枣庄市国资委

国企改革啃下“硬骨头”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结合秸秆

禁烧工作，及时清理路边、塘边等处

散落的秸秆，消除火灾隐患，全力推

进镇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增强广

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统一部署抓落实。沙沟镇及时

召开工作部署会，统一部署环境整

治和秸秆禁烧工作，将清理散落秸

秆作为近期环境整治工作中的重要

内容，要求各村按照镇统一部署要

求，动用人工、机械，集中时间、集中

力量全力落实环境整治工作。

干群齐心见行动。沙沟镇充分

发动党员、志愿者、保洁员等人员，

要求干部带头，深入田间地头、沟

边、塘边、路边清理散落秸秆，切实

消除秸秆乱堆、乱倒的现象。

督查奖惩出实效。沙沟镇成立

督查组，深入到村进行督查，强化督

查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做到导向

清、力度强、出实效、常态化，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提

升镇域人居环境水平。

（王璐 曹君茹）

沙沟镇全面清理散落秸秆

为丰富街道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群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凝

聚力，近日，枣庄高新区兴城街道举

办书画、摄影作品展。

兴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内书香四溢，活动现场展出了近

百幅优秀书画和摄影作品，有草

书、隶书、山水画、人物画、各类

摄影作品，种类丰富，内容积极向

上，笔墨淋漓、色彩斑斓。作品用

深情的笔墨、独特的视角，表达了

爱党爱国的真情实感和对未来的美

好憧憬。来自盈园中学的500余名

师生，在驻足欣赏的同时，相互交

流对书画摄影作品的感受，写下对

祖国的美好祝福和心愿，学生们一

张张笑脸、一句句美好祝福，表达

出欢度国庆的快乐心情和赤诚的爱

国之心。

(王珂)

兴城街道举办书画摄影作品展

薛城区积极

推动新兴产业做

大做强，年产1 0 0

万 千 升 青 啤（ 枣

庄）工厂、中力阀

门、韦地科技等智

能制造项目加快

建设，新的经济增

长点正在形成

近期以来，枣庄市薛城区常庄

街道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以

“示范点”延伸“辐射面”，以“微诉

求”改善“大民生”，落实责任，精细

管理，规范标准，狠抓落实，全面提

升居民创城参与度，树立新标杆，

掀起新热潮。

以综合环境整治为抓手，打造

“强引擎”。常庄街道结合前期创卫

工作，进一步加大对居民小区的环

境整治力度，全面清理卫生死角、

小广告，修复绿化设施，增补花草

树木。累计投入资金800余万元，清

理生活垃圾1100余方、建筑及其他

垃圾8600余方，清理卫生死角80余

处，清淤疏浚河道2300余米，打捞水

面河岸垃圾1200余方；全面清理覆

盖小广告，粉刷墙壁1万平方米；实

施钱江、东山两个市场提升改造工

程，完成了辖区内各小区绿化，补

植各类绿化苗木2000余株。

以城市品质提升为载体，安装

“加压泵”。街道以城南新区建设为抓

手，创建万洲第一街省级夜经济步行

街，建设城市书房1处，积极推进何庄

片区改造工程，努力增强城市的集聚

力和辐射力；探索城市管理的新模

式、新方法，整合综治办、执法中队、

市场监管所等相关部门，成立了30余

人的城市综合执法队，拆除棚厦800

余平方米、栅栏2700余米、违法构筑物

20余处，依法查处规范各类违法占道

经营、店外店80处，取缔钱江路、沿河

路等非法摊点群11处，城市经营秩序

进一步优化；打造“常安+”综治品牌，

建立“街道-管区-社区-小区”的四级

网格治理体系，推进城市管理网格

化、精细化、智慧化，实现“事在网中

办、服务零距离”。

以乡风文明治理为平台，上好

“助推器”。街道充分发挥“常爱+”志

愿者服务队作用，弘扬“孝诚爱仁”

的优秀传统习俗，营造家庭和睦、邻

里和善、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坚持

以“大党建”融入“大治理”，构建15分

钟便民生活圈，实现网格、居民小区

“红心驿站”全覆盖；组织开展“创建

文明城市，争当文明市民”“告别陋

习树新风、走向文明见行动”和“文

明进社区”等活动，对违规养犬、随

地吐痰、乱闯红灯、乱扔垃圾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监督和劝阻，引导广大

居民树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

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王雷）

常庄街道跑出创城“加速度”

为解决镇域供水管网及设备

老化问题，切实做好全镇群众饮水

安全实事，今年以来，枣庄市薛城

区邹坞镇通过逐村摸排村内饮水

情况，研究确定工作方案，实施了

自来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已

完成张庄、罗岭、马庄、周村的供水

管道建设，铺设管道3000余米，改造

700余户村民家庭供水设施，有效提

升了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据了解，该工程预计铺设主管

道2万余米，更换智能水表9000余

户。目前正在实施埠后村自来水管

网开挖，西邹坞、西南、东防备村正

在进行设计规划，预计年内完成4个

村的管网施工，管网改造提升工程

预计明年年底全部完成。

(常贵虎 李伟)

邹坞镇“饮水工程”暖民心

为进一步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

度，营造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新风，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枣庄

市薛城区临城街道近日组织志愿者

开展了一次“倡导文明新风，遏制低

俗婚闹”活动。

广泛宣传，引导群众抵制婚丧

事大操大办、封建迷信活动。此次宣

传活动，旨在呼吁广大居民群众从

个人做起，推动移风易俗，做到婚事

简办、丧事简办、喜事简办，倡导文

明节俭之风，抵制陈规陋俗和封建

迷信。对此，大家纷纷点赞并表示，

将自觉成为移风易俗的传播者和践

行者，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营

造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社区的

良好氛围。 (王振)

临城街道移风易俗获点赞

图为枣庄市薛城区山东智赢门窗系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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