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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首个生态资源交易平台 加快推进“5+3”特色产业

山亭“一区七园”谋产业突破
导报讯 近年来，枣庄高新区积极深化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区已入库国家

级科技型中小企业155家，引导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

力，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

金融供给良好营商环境。

枣庄高新区坚持把科技创新突破作为当前

“三大战役”之一，以国家级企业创新积分制

试点为抓手，探索实施企业科技创新积分管

理，从多个维度、不同指标对企业发展成效及

潜力进行定量评价。将原本分散在科技、经

发、财政等部门的7套政策统一转化为“积分红

利”，精准绘制企业“科技政策画像”，形成

了平台建设、科研立项、研发投入、创新成

果、成果运用、成长经营、经济效益、项目申

报、品牌建设、荣誉奖励等10大类158项指标体

系，通过制度设计的“加减法”，为企业科技创

新发展提供行动指南。

目前，枣庄高新区已成功获批国家级企业创

新积分制试点单位，全区各类创新平台达1 0 0余

家，其中国家级平台3个、省级平台32个，国家锂电

检测中心进入国际标准化实验室序列，互联网小

镇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鲁南大数据中心

获评国家工业互联网鲁南经济圈区域中心，浙大

山东工研院获批省级技术转移中心、2个项目斩

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精工电子获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交大智邦入选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金融润

育科技创新企业蓬勃发展。

不仅奖励多，而且申报快。围绕科技创新积

分管理，枣庄高新区开辟了金融惠企“便捷之

道”，积极打造阳光融资服务环境。开发了“枣

庄高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积分管理信息系统”，推

行“双线”服务(企业线上申报、政府线上审

核)，大力开展全流程数字化、标准化服务，企

业可以在线实现兑现奖励及项目申报，建立科

技积分与企业融资授信相匹配机制，同时获得

金融供给支持，全面增强了创新积分的积极性

和引导力。

便捷优惠的“小积分”引领企业创新跨越大

发展，截至目前，该区共有201家企业被纳入企

业积分量化管理，已兑现科技创新、设备补贴等

奖励资金1 . 83亿元，金融机构依托资料共享、信

息共享科技创新积分系统，建立科技企业融资

“白名单”制度，为84家积分较好科技企业授信

1 . 98亿元，赢得了广大企业家的高度认可。

“小积分”的政策实施不仅优化了申报流

程，更优化了区域科创生态和营商环境，也形成

了巨大的投资吸引力。今年，枣庄高新区新签约

亿元以上项目60个，总投资1230亿元，特别是吉

利欣旺达、龙电华鑫、海王优品等一批投资过百

亿的大项目、好项目纷纷落户枣庄高新区，真正

实现了“小积分”换来了“大项目”。

(耿庆华)

“休克停止呼吸要怎么

抢救？被异物卡住喉咙要怎

么处理？”近日，为帮助社

区群众了解日常救护知识，

强化社区网格员、工作人员

紧急救助及自救互救能力，

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联合

区红十字会就如何把握黄金

时间进行急救处理，对辖区

内居民、网格员及社区工作

人员进行了应急培训。

培训现场，医护人员围

绕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

常见意外伤害等内容进行

了授课讲解，对急救前的环

境评估、现场施救的注意事

项进行了详细解说，并现场

示范了心脏骤停时的急救

流程和规范操作。通过“理

论+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

式，让现场参训人员真正得

到宣传、受到教育、学到知

识、掌握技巧。下一步，新城

街道将继续开展社区急救知

识培训活动，让“急救”真正

走出医院、走进社区、走进家

庭，营造辖区“人人学急救，学

好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

围，共同筑牢生命的长城。

(王一帆)

新城街道
“急救网格”守护群众安全

1 1月1 7日，枣庄市薛城区邹

坞镇1 8家规上工业企业已有15家

复工复产，超过了总数的八成。

在邹坞镇属地中金液压胶管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

轰鸣，工人们各守岗位，紧张有

序地进行作业。公司总经理褚衍

合告诉记者，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在镇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公

司严格落实了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要求，有效保障了全体职工的健

康安全。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复

产，原材料及产品也在区工信

局、交运局以及邹坞镇党委、政

府的统筹协调下，进发有序，畅

通无阻。公司上下正加足马力进

行生产，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

产量赶上去。

据了解，为助力企业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邹坞镇结合属地各

企业实际，“一企一策”落实各

项措施，在科学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与区工信和交

运部门对接，协助企业办理运输

通行证，切实保障企业原材料供

应和物流运输畅通，帮助企业复

工即加速，千方百计把耽误的时

间“抢”回来。

(李伟 赵鹏)

邹坞镇
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超八成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开启“城市

大脑”建设，将智能化应用场景进行广

泛应用，社区环境治理、城市生活便利

得到质的提升。

枣庄移动携手薛城区常庄街道，

根据市里部署要求，积极建设智慧街

道平台，以“一图感知社区全貌、一

键全局决策分析、一端支撑随时随

地、一站服务百姓民生”四一社区为

基准，以智能、服务为理念，以“管

理精细化、服务人文化、运行社会

化、手段信息化、工作规范化”为建

设思路，融合三维可视化技术、大数

据技术、云计算等，利用5 G互联网

采集各类数据，将人口、房屋建筑以

及实时动态信息进行融合展示。为街

道治理工作提供—体化分析指挥决策

平台，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图感知社区全貌”通过三维实

景建模实现三维地图可视化，一图览

全域，将社区的网格划分、重点人员、

重点事件等信息在平台集中展示，实

现以房管人，以房查人，并对贫困、老

年人、重点人群等特殊人群进行标签

化管理，通过数字孪生三维地图可视

化进行一户一档数据标注、查询、定位

等，更清晰直观地实现了人口信息精

细化管理。

“一键全局决策分析”通过智慧社

区管理平台，实现网格员处理效率、网

格员考核排名、居民问题处理流程跟

踪、居民诉求、居民意见等数据管理，以

线上流转的形式完成网格员、社区科学

考评。智慧平台贯通街道、社区、层级

可对实有人口、实有地理、社区工

作、智慧政务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一端支撑随时随地”通过手机

移动端，实现工作人员随时随地办公，

实现线上事件上报、事件流转、事件处

理流转、事件核查流转等功能。

“一站服务百姓民生”通过便民服

务小程序，老百姓一键直达，通过“随

手拍”实现居民事件上报，困难帮扶、居

民议事、讨论、评选和民意调研、便民咨

询、各类服务事项办理指引等一站式服

务以及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对接。

常庄街道将继续围绕“打造首善

之区、建设品质薛城”目标，紧扣“薛

亮网格·诚心服务”内涵，努力开创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 (王雷)

常庄街道
打造“城市大脑”智慧社区

枣庄高新区
“小积分”激发“大创新”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网格队伍作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

“神经末梢”，其工作能力和工

作效率直接影响基础社会治理水

平。作为薛城区社会治理的“排头

兵”，枣庄市薛城区临城街道高度

重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坚持以

“强、实、严”为导向，持续加强网格

员队伍建设，统筹推进临城社会治

理向更高水平发展。

坚持“强”字抓培训，促进网

格队伍履职业务“双提升”。强

化理论培训。每月组织各社区网

格员召开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事

项流转工作培训会议，邀请薛城

区政法委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对矛

盾排查调处、信息采集、录入、

处置上报流程等工作进行业务培

训，同时对网格员在日常工作中

存在的业务疑问进行详细解答。

强化业务指导。由社区书记牵头

建立网格员常态化培训机制，推

行“日调度、周培训、月总结”

工作制度，定期召开网格业务座

谈会，邀请业务能手授课、优秀

网格员现身说法，提升网格员在

基层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抓实每月总结补齐短板、

传承经验，从机制上推动网格员

规范履职。

坚持“实”字抓监督，助推

网格队伍实战服务“双增强”。

街道面向27个村居，325个专职网

格，临城街道综治中心定期开展

“社区检查督导”活动。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好“信

息指挥棒”作用，针对网格内的

基本情况、特殊人群、流动人口

以及事件流转等内容对网格员现

场进行提问，认真了解网格员在

走访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

予指导性建议和意见，着重就网

格员上报的网格事件流转情况提

出规范化要求，重点将“网格事

件上报与考核挂钩、网格事件处

置与考核脱钩”落到实处，切实

解决网格员“慵懒散漫”“技术

不会”突出问题，营造出“网格

事件应报尽报、早报快报”的良

好氛围，确保网格员队伍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发挥工作实效。

念好“严”字抓考核，确保

网格队伍发展绩效“双落实”。

街道实行百分制考核，每月根据

网格员的社情民意收集、基本公

共服务、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平

安创建、法制宣传、重大事件上

报和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完

成情况，以及群众对网格员工作

满意测评情况进行打分评价。评

价结果记入网格员档案，作为奖

励惩戒和岗位调整的依据。严把

考核激励机制，按照考核办法，

每月考核分数高于95分的，考评

为优秀；高于8 0分低于9 5分的，

考评为合格；低于80分的，考评

为不合格，根据考评不同，分别

给予奖励。同时，对于考评得分

累年评价优秀的网格员进行通报

表扬，优先推荐区级优秀网格

员评选。而对于连续两次考评

不合格的网格员，由街道网格

化服务管理中心集中培训，及时

纾难解困。 (杜文秀)

临城街道
网格化管理念好“三”字经

欣旺达成为德国大众项目定点供应商
公司将为其HEV项目供应动力电池包系统

导报讯 1 1月6日，欣旺达控股子

公司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欣旺达汽车电池” )收到了

V olks w ag en w erk A G (德国大众汽车集

团，以下简称“德国大众”)关于H E V

项目电池包系统的定点通知，公司将作

为该产品的量产供应商，为大众HEV项

目供应动力电池包系统。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锂电池

电芯及模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为主营业务，于2 0 1 1 年登陆深交所创

业板。在立足深圳、服务全球的愿景

下，公司目前已在深圳宝安、深圳光

明、广东惠州、江苏南京、浙江兰

溪、山东枣庄、江西南昌、四川什

邡、印度新德里等地建立生产基地，

并已成功在美国洛杉矶、以色列特拉

维夫、德国汉堡等地区设立了技术中

心和客户服务中心。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是德国最大企

业，旗下云集了多个高端汽车品牌，

是目前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公司之一。

众所周知，稳定的高品质是大众汽车

品牌的基因之一。无论是对于供应

商，还是本土研发、测试、放行等环

节，均具有严格的高质量实施标准，

以确保产品拥有稳定可靠的品质。本

次欣旺达被选定为德国大众H E V项目

电池包系统供应商，标志着欣旺达进

入德国大众高压电池供应商体系，体

现了客户对公司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

的高度信任和认可，同时表明公司在

开拓全球顶尖知名汽车品牌客户方面

进入了重要的里程碑阶段，为公司赢

得更多的海外高端车企客户和市场奠

定了良好基础，有利于提升欣旺达品

牌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

(刘雅丽)

近日，山东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在枣

庄市山亭区挂牌，该中心为阿里资产和

枣庄市及山亭区政府合作共建，是阿里

集团和区域政府合作的全国首个生态资

源交易平台样本。

近年来，山亭区充分发挥生态优势

和特色产业优势，积极融入全市发展大

局，围绕“生态美、产业美、人文美”

三个维度系统谋划，探索以生态为底

色，以产业为重点，以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为路径，加快推进“山亭大公园”建

设，着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山亭样板，争

创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厚植绿色底蕴

擦亮生态山亭金名片

近年来，山亭区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高

点定位，积极规划“山亭大公园”顶层

设计，专门制定了《关于开展山亭大公

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按照“全域建

设、全域提升”的发展思路，全域打造

绿色发展新高地。

精致城市展露新姿。按照“景城一

体、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定位，山亭区充

分发挥城区“依山傍水”优势，投资1 5 0 0

万元新建口袋公园7处、绿化节点10处、

主题花园10处、城市绿道12公里。统筹实

施园林绿化、环境整治、道路畅通等工

程，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8 . 3 %，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4 . 05平方米，成功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成功创建省首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美丽乡村多姿多彩。为全面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山亭区还大力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三年提升计划”，探索生态度

假型、休闲观光型、民俗体验型等建设

模式，已建成美丽乡村精品片区3处、

示范村1 5 8个，入选省部共同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县名单。

矢志攻坚

集聚产业发展新优势

9月1 6日，一则重磅新闻在枣庄地

区迅速传播开来。

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率队在山

亭区召开山亭产业突破推进会议,并出台

有关支持政策。“此次山亭产业突破推

进会议的召开,是山亭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也是山亭实现跨越赶超的新起

点。”山亭区委书记王德海表示。

为全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山亭区

锚定“产业突破”目标，久久为功、笃

定前行，加快推进“工业强区、产业兴

区”三年攻坚突破行动，坚定不移大抓

工业、抓大产业，依托山亭开发区和翼

云科创园、万汇智造园、大健康食品产

业园等“一区七园”，着力强龙头、补

链条、聚集群，完善产业链、融通供应

链、提升价值链、做强创新链，加快构

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特别是今年以来，山亭区坚持高点

谋划产业突破，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加快推进“5 + 3”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使产业规模不断膨胀；聚焦招大引强、

招新引高，落实“线索库、签约库、开

工库”制度，使“双招双引”力度加

大；开展重点项目“百日攻坚行动”，

设立重点项目建设“红旗奖”“蜗牛

奖”，使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孙海锋 宋伟 邵辉)

图为位于枣庄市山亭区的博雷顿(山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纯电动装载机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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