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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泰安Advancing Tai'an 广告

泰安为企业搭建科技创新、人才交流平台

传统行业驶入数字化“快车道”
煅烧、酸化、冷却……走进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年产3万

吨的碳酸锂项目正加快推进，这

是泰安市全力抢抓项目建设“黄

金期”、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跑

出“加速度”的一个缩影。

“我们将把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首要任务，将工业经济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纵深推进新型

工业化强市建设，加力提速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泰安贡献。”泰安市

委书记杨洪涛说。

“链式”发展

助推产业集群发展

产业链的核心是“链主”，

通过龙头企业的引领，将散落的

企业“串珠成链”，实现产业集

群发展，是泰安产业发展的重要

模式。

稳固基础、做强优势的同

时，泰安也提前布局新赛道，培

育新动能。去年，泰安共引进373

个产业项目，其中吉利远程本途

新能源商用车是一个产业链招商

的典型案例。项目负责人吴进科

说：“轻客物流车本土配件率超过

50%，可以节约近5亿元的投资成

本。同时该项目还能够带动润

通、德泰等200多家传统燃油车配

件企业转型发展。”

链式集群发展积厚成势。目

前，泰安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39家，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总数达到17家，居全省

第四位；锂电新材料、智能起重

机械、玻璃纤维新材料3个集群入

选省特色产业集群；高端化工、

肥城市新材料入选省“十强”产

业“雁阵形”集群库等。

创新驱动产业新生态

走进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一

座座现代化厂房耸立其间，干净明亮

的车间内，巨大的电磁吊具吸附起数

吨重的钢材，精准地放置到运输车斗

里。过去，操作工在生产车间里挥汗

如雨，如今坐在操作室就能远程操控

生产。

“在我们的5G数字工厂，利用智

能化技术可实现工艺精确控制。同

时，交叉融合物联网、互联网等新技

术，应用机器人、无人天车等制造单

元，实现全链条智能化运行……”谈

及数字化转型，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

司首席信息官于海涛有说不完的话。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机遇，泰安各产业链专班加大帮扶

力度，为企业搭建科技创新、人才交

流平台，助推企业实施数字化技改，

打破数据孤岛，让传统行业驶上数字

化发展的“快车道”。

当下，在泰安，越来越多的优质

科技资源正下沉到产业一线，大大

提高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

力。“泰山数谷”先行区初步建

成以数据基础、数字服务和数智

应 用 产 业 相 互 支 撑 的 完 整 产 业

链；晶优3GW光伏组件生产制造

项目采用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应

用，构建高度灵活的智能生产模

式……泰安正在形成优良的创新生

态和产业生态。

优化服务深耕发展沃土

“泰安市工业推进办项目推进

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以前十

几个司机来提车，排队领临时牌照

需要等很长时间。”中国重汽集团

泰安五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旭厚感慨道，“项目推进组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联系我们，市

交警支队车管所安排专人到公司现

场办公，车辆交付效率提高了3倍以

上，非常方便。”

从一株树苗到参天大树，离不

开阳光雨露；企业的发展壮大，也

离不开优质的发展生态和良好的营

商环境。泰安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头号工程”，从打通“数据壁

垒”入手，印发《泰安市优化营商

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持

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绿卡”制

度，是泰安在全省首个推出的创新

举措，打通了大项目落地“高速

路”。截至目前，已为近200个“绿

卡”项目解决问题1000余个，审批

提速75%以上。

打响“泰好办”服务品牌，大

力开展“百名科长大家评”和政务

服务“好差评”活动；积极实践

“财政+基金”模式，引导更多金融

“活水”流向实体经济；开展企业

管理者、机关干部“双赋能”行

动……泰安搭建起了链式政策新体

系，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柳萍 李雪）

“我们与重庆龙工场跨

境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合

作建设龙工场(鲁中)跨境电

商区域总部经济中心的目

的，就是为了加快新泰市跨

境电子商务发展步伐，构建

新泰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

和生态圈，在带动新泰市本

土产业走出去的同时，吸附

新泰市乃至更大区域跨境电

商企业在新泰落户，最终使

新泰成为外贸转型升级和跨

境 电 子 商 务 贸 易 的 桥 头

堡。”近日，在新泰龙工场

项目现场，泰安惠泰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

芳向记者介绍。

今年2月份，龙工场(鲁

中)项目运营团队正式入驻新

泰并迅速开展针对性工作。

截至目前，团队在新泰市

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制

定了一系列企业调研方案

和计划，并完成企业调研

3 8家，从优势产品、原有

渠道、生产配套、富裕产

能、固有客户及意向出口

国等多个维度对企业底层数

据进行解剖。

“目前，数据底座的搭

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依

托数据底座，我们正在架构

具有浓厚新泰地域特色的新

泰网上产业带网站，将新泰

14条产业链中的优势企业、

优势产品，在网站上进行发

布，并链接到大龙网海外门

户网站，依托大龙网集团

庞大的海外仓和海外资源

库，精准地为新泰外贸企

业匹配海外客户，并提供

外展代展、外贸资源链接、

外贸晋升培训等多项特色服

务。”新泰龙工场项目负责

人表示。

搭建数据底座是所有工

作开展的基础，也是一个相

对艰苦和漫长的过程，但是

对下一步大龙网根据实际为

新泰市外贸企业导入包含运

营赋能、品牌赋能、金融赋

能、渠道赋能在内的资源至

关重要。

2023年是大龙网更好打

造新泰市外贸新场景、更准

对接各项优势资源、更快实

现新泰地区外贸产业集聚的

发力之年，大龙网将以“数

字贸易产业发展专业服务

商”为定位，为新泰市建设

新型工业化强市贡献自己的

一分力量。 (李晓明 宋珂)

搭建数据底座 发力跨境电商

推动新泰外贸转型升级

近日，2023年“科创中

国”年度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

主席万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 2 0 2 2年“科创中

国”试点城市(园区)建设状

况评估报告》正式发布，首

次对全部65家试点城市(园区)

的建设状况和4家创新枢纽城

市(园区)的作用发挥情况进

行评估。其中，滨海新区、

成都市、济南市、泰安市、

西咸新区、温州市、襄阳

市、嘉兴市、包头市、徐州

市位列前十名，泰安市位居

全国第4名。

自2020年试点以来，在

泰安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

科协积极推进“科创中国”

试点市建设，引入高端优质

创新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形成“党政支持、

科协搭台、学会助力、企业

受益、产业提升”的良好产

学研合作创新生态。目前，

已与108家全国(省)学会建立

了密切合作关系；争取“科

创中国”数字化转型专业科

技服务团等10个国家级科技

服务团重点服务泰安；召开

高端科技论坛40余场，泰山

论灸等6个全国性科技论坛长

久会址落户泰安，落地高能

级政产学研服务平台101个，

一大批院士及高层次专家为

泰安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帮

助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难

题达300余项，新增专利400

余项，为新型工业化强市提

供了有力支撑。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散料物流输送装

备的制造企业。“我们的产

品，不少要根据用户的需求

来研发，碰到技术难题，要

是能有高层次专家来指导就

好了。”企业副董事长张媛

介绍，随着企业的快速成

长，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发展

的拦路虎。

像力博重工一样，缺少

高层次专家资源是不少科技

型中小企业的短板。针对这

一现实需求，在“科创中

国”支持下，泰安市科协组

建了“科创中国”联络员队

伍，通过汇聚企业共性需求

等方式，搭建起中小企业对

接高端专家的桥梁。

在泰安市科协协助下，

力博重工陆续与中南大学、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开展对

接，先后同多名院士及行

业知名专家建立联系，中

国有色金属学会还在该企业

建立了工作站，帮助解决了

“基于永磁驱动的矿业装备

研究开发”等难题，为企业

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李岩)

2022年“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评估揭晓

泰安市位居全国第4名

泰安力推个性化税费服务

640余万元退税解企业资金之“渴”
“这里的彩虹滑道太好玩了，

我跟妹妹嗖的一声就滑下来了；我

玩射击也中了好几次；我们还摘了

甜甜的草莓，坐了托马斯小火车，

我非常喜欢这里。”一位玩得兴高

采烈的小朋友对友邦田园的游玩项

目表达了喜爱之情。

友邦·彩山田园综合体坐落于宁

阳县蒋集镇，占地5000余亩，以文

旅融合为特色，集餐饮、民宿、营

地教育、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生产加

工于一体，“三产”融合发展，是首

批入选山东省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库

的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项目。

“创建田园综合体，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花园式酒店、农业科

技馆、水上乐园等园区配套设施的

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回想

起创业之路，田园综合体的负责人

陈甲感慨地说，“税惠政策的支持

功不可没，在宁阳县税务局的全流

程辅导下，2022年，我们仅增值税

留抵退税一项就享受了640余万元的

退税，大大缓解了初创阶段的资金

压力。”

友邦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陈甲看来，

企业的顺利成长离不开个性化的税

费服务助力。“这几年，税务部门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税务

干部入户上门宣讲，辅导我们便捷

享受税惠政策，及时解答我们的税

费疑难问题，真金白银的扶持加上

贴心的服务，让我们有更多资金和

精力投入发展。”

据悉，泰安市税务部门紧扣“办

好惠民事·服务现代化”的主题，积极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通过线

上精准推送+线下跟踪问效等举措，

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税费服务，做到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精细开展政策

辅导、精心服务企业办税，让“春

风”常吹常新，将服务做到纳税人

缴费人的心坎上。

“没想到，我们申请的68万元

出口退税款这么快就到账了，极大

地降低了公司资金占用成本，有力

助推公司驶入发展‘快车道’。”跟随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赵焕臣的脚步，记者来到

生产车间，车间里机器轰鸣，生产

设备有条不紊地运行，各个岗位的

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忙着订单生产。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有资历

的老牌服装出口企业，因疫情等因

素，业务受到一定影响，资金方面

面临较大压力。泰山区税务局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专项服务

团队，多次与企业财务人员沟通、

商讨退税方案，精准解答企业退税

过程中的疑问，保障优惠政策直达

快享。同时，开通退税“绿色通

道”，从受理、审核、复审、核准

到退付“一条龙”高效衔接，大大

压缩了出口退税办理时间。

“国家出台的政策好，税务部

门执行落实到位，我们企业收到退

税款后盘活了资金，更提振了发展

信心。”赵焕臣说，“去年，公司

已经享受出口退税等1800多万元，

这些退税款主要用于技术创新研

发、购买原材料等生产运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将不忘回馈

社会，积极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就

业，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牛振华)

产业链的

核心是“链主”，

通过龙头企业

的引领，将散落

的企业“串珠成

链”，实现产业

集群发展，是泰

安产业发展的

重要模式
泰安的工业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进。图为赫里欧BIPV绿色智能发电材料产业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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