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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2月5日

12月6日

12月7日

12月12日

12月13日

12月14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12月27日

12月28日

接访领导

刘 伟

许 日

谭远国

孙旭勃

鞠彦平

孙法春

柯学民

丛建旭

赵 林

于天义

陪同接访部门

管委办公室、财政局、政法委

宣传部、政法委

双岛湾开发办、科技新城建设管理处、双岛街道筹建处

组织部、就业和社会保障处、教育体育处

纪工委

科技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济发展局、服务业管理处

建设局、城管局、市政局

政法委、社会事务管理局、信访办

财政局

12月份领导干部公开
接待来访群众时间安排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
以及省、市《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的意见》的要求，结合我区实
际，现将我区12月份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时间表公布如下：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高新大厦东附楼人民来访接待室）。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初冬时节，寒意凛然。与气
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区持续
升温的重点项目建设：重点项目
如火如荼、民生项目紧锣密鼓推
进……穿行于高区各大园区，机
器轰鸣、塔吊挥舞，一幅幅大干
快干的场景催人奋进。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强化科
技引领、实施工业倍增“563”战
略不动摇，全面实施“十大工
程”，以“一城三园”为主阵地，凝
心聚力抓项目，一心一意搞发
展，加速推进两大千亿级特色园
区建设，助推高区成为创新驱动
的新高地，集群发展的增长极，
产城互动的示范区，三生共融的
样板区。

鼓劲加压
再掀项目建设热潮

放眼位于初村镇的医疗器
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
呈现一片火热场面。“医疗器械
与生物医药产业园重点拓展区
一期工程科研服务区和生产孵
化区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
前14栋单体建筑主体全部封顶，
比我们计划的工期至少提前了
半年。”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
园分为建设发展区、重点拓展
区、预留控制区。重点拓展区一
期分为科研服务区和生产孵化
区两大功能分区，科研服务区主
要为园区提供科研、办公服务以
及职工住宿、餐饮；生产孵化区
主要以满足不同企业要求的各
类厂房为主，并配套设备用房。
目前，重点拓展区二期共 26个
单体建筑也已正式启动。

与项目建设同步，企业入驻
同样进展顺利。吉恩必医疗、恒
瑞新材、纽普生物等一大批企业
入驻园区，有的项目正在内部装
修，有的项目已经开始调试设
备。截至目前，选择在重点拓展
区入驻的工业项目共有 13个，
总投资 28亿元，一期工程厂房
已处于饱和状态，还想入驻的项
目需要排队等候二期厂房。

在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
业园，高区管委自主投资建设的
产业双创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室
内外装修。该基地配套专家公
寓、职工公寓、会议中心、餐饮休
闲等产业服务项目，将打造成集

生产、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全业
态专业化产业园区，实现产业规
模超千亿元。目前，已吸引香港
亿和精密、金丰电子、电新能源、
韩国爱思特等 14家企业抢先入
驻，入驻率已达 88%，仍有多家
企业正在洽谈。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
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而项目建
设是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
我区投资建设的两大千亿级特
色园区，未来将成为拉动我区经
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为实现现代
化幸福新跨越注入强劲动力。”
高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引领高端 打造全球
领先的心脏支架工业园

在威高工业园，一排排整齐
划一的厂区楼房鳞次栉比，一栋
栋靓丽精美的职工住宅排列有
序。正在建设的威高心脏支架项
目区塔吊林立、车辆来回穿梭，
一座座披着绿色外衣的建筑正
拔地而起……

威高心脏支架项目总投资
36亿元，是今年的市级重点项
目，主要生产国际技术水平最高
的第 3 代可降解心脏支架。目
前，心脏支架项目已经完成投资
12亿元，年内完成主体建设，项
目投产后，我区将成为国内规模
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心脏支架
生产基地。

同时，威高还在加快推进血
液透析器项目，该项目为市级重

点项目，总投资50亿元。目前30
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成主体建
设，进入室内外装修收尾阶段，
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新增销售收
入 200亿元。据介绍，项目生产
的高通量透析器产品达到了世
界先进水平，全部投产后，将形
成年产1亿支的生产能力，满足
国内80%的市场需求，彻底打破
国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以
项目为依托，威高集团将把血液
透析公司独立上市融资，预计融
资规模达到20亿元。

近年来，威高集团以提升医
疗器械研发、生产的中国话语权
为使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年均
科技研发资金达到 20亿元，100
多种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
内空白。前不久，威高集团又以56
亿元，成功收购了拥有世界尖端
医疗产品的美国爱琅公司，走上
了海外并购的快速扩张道路。今
年年底，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将超
过430亿元，到2020年，将实现过
1000亿元的宏伟目标。

共建共享 打造全市
首家中外合资医院

“以前，看病就医都要到市
中心的大医院，现在家门口也有
了大医院，可以享受专业、周到
的服务，太方便了。”家住怡园街
道丽景茗都小区的张女士说。

张女士所说的家门口的“大
医院”，是由泰国吞武里集团和
威高集团合作建设的威里医院。

作为全市首家中外合资二级综
合医院，总投资2.5亿元，引进国
际先进的服务管理和诊疗设备，
打造烟威地区国际化高端品牌
医院。

此外，我区还与威海市中心
医院在初村镇联合建设了科技
城分院，成为全市首家跨区域的
紧密型医联体，用城市的医资力
量来服务新城的医疗卫生需求，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级费
用、三级标准”的优质服务。

我区始终践行共享发展理
念，将着力提升民生福祉作为重
点工程来抓。今年前三季度，我
区民生投入累计超过 10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80%。特别是将教育作为民生

“一号工程”，完成投资 7亿元，
新建、改扩建学校 9所，一次性
完成“十三五”时期所有的教育
基础设施。今年，投资 2亿元的
沈阳路小学、实验幼儿园等4所
学校建成投入使用，教育事业走
上了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在城市建设管理上，我区建
立“大建设、大市政、大环卫”的
管理体系，完成违法建筑整治
141处、23万平方米，启动了总
面积 40万平方米的第二国际海
水浴场建设，实施了 2.5万平方
米的城市“海绵化”改造。重新设
置了 41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大
力提升基层社区的治理服务水
平，同时，森林防火、渔业安全、
安保维稳等各项工作不断提档
升级，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谷
荃红）我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践行丝路精神，深化产业合作，在建成
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中发
挥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取得新突破。
引进泰国吞武里集团与威高集团有限
公司合资，共同建设威里医院，投资总
额为2.5亿元，主要建设运营集医疗、预
防、保健、康复、体检和基层医疗服务为
一体的二级国际化综合医院——威里
医院，为国内外病患提供全方位的优质
医疗健康服务，是威海第一家正规的中
外合资医疗机构，未来将成为威海医疗
机构国际化的领军企业。

走出去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取得
新进展。引导骨干企业发挥企业资金和
产业优势，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
抢占新市场。迪尚集团设立了迪尚凯尼
（缅甸）服装有限公司及迪尚时装（缅

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服装、服饰的生
产、加工、销售，带动国内出口 4000万
美元。山东大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新加坡ESSM海洋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CJ46自升式钻井平台，从事海洋
石油钻探开发。联桥国际在柬埔寨设立
公司，主要从事人力资源业务、纺织服
装业务。目前，我区共有4家企业在4个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投资5个项目，中
方投资额4250万美元。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不
断增长。精心组织实施“境内外百展开
拓计划”，先后组织近百家企业参加
119 个境内外展会，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今年以来，我区有 256家企业与 57
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
全年预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 36.3 亿
元，同比增长 39%，其中对部分国家地
区贸易增速超过50%以上，远高于总体
增长水平。

我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家有梧桐，凤凰来栖，位于
在双岛湾科技城南部的电子信
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以“科技
引领，核芯制造，打造中国制造
2025示范基地”为总定位，倾力
打造创新驱动的新高地、新旧动
能转换的新引擎、集群发展的增
长极，吸引了系列高精尖项目纷
至沓来。

■现场直击

两翼发力助园区腾飞

极简的建筑风格，咖色的基
调，从远处望去，便觉电子信息
与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的匠心
独运。

从规划图上看，电子信息与
智能制造产业园仿若展翅欲飞
的雄鹰，建设发展区和重点拓展
区两大园区如同它的两翼。

左翼建设发展区，承载着以
新北洋、海富光子、远航科技、信
诺威为代表的 25家企业，产业
规模达到80亿元，在信息安全、
大功率光纤激光器、磁惯导
AGV等领域均已进入全国乃至
世界前列。

右翼重点拓展区，承载着
以OA现代化办公及配套为核
心，以电子信息、工业机器人、
智能穿戴、国防科工等领域为

重点的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高
技术产业。

高区管委自主投资建设的
产业双创示范基地，是产业园内
最先完成的建筑群落，拎包入
住、平台共享、设施共建的理念
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使得基地备
受青睐。落成之初，就吸引了亿
和精工、金丰电子、电新能源、韩
国爱思特等 14 家企业抢先入
驻，目前入驻率已达 88%，仍有
多家企业正在洽谈。

“双创”示范基地在建设厂
房的同时，配套专家公寓、职工
公寓、会议中心、餐饮休闲等产
业服务项目，一改传统园区“钟
摆式”的格局，将打造成集生产、
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全业态专业
化产业园区，实现产业规模超千
亿元。

■园区故事

“大块头”纷纷入驻园区

即将试生产的亿和精密工
业威海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加紧
施工进度。看准惠普公司收购三
星电子打印机业务，生产需求迅
速扩大的机遇，亿和精密在电子
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投资建
设新厂区，为惠普做产业配套。
据悉，为加快投产进程，快速提

升产能，亿和精密还临时租用产
业双创示范基地的2万平方米厂
房，近期将正式投产。

双岛湾开发办副主任郭东
海介绍道：“产业园一期10万平
方米今年就开工，明年投入使
用，全部建成后将达到 100亿美
元的产能。”

11月1日，美国惠普公司完
成对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打印机业
务的收购，正式落户我区。喜讯传
来，亿和精密更是干劲十足。

“目前，我们的设备正在进
行调试，近期可进入试生产阶
段。”亿和精密制造事业部负责
人说。

与亿和精密相似，围绕惠
普，新加坡上市公司投资的茂森
集团、大振电子打印机硒鼓项
目、正崴集团OA项目和韩国一
诺仪器光纤熔接机项目等总投
资 12亿美元的OA项目将陆续
落户产业园，形成集聚发展之
势。未来，这些企业都将成为全
球打印机的龙头老大——惠普
打印机产业基地的配套企业。

■对话负责人

夯实基础设施
承接项目落地

沿着铺设好的柏油马路一

路向南，几大 OA 项目顺次排
开，平整的场地入目可见。

“不容易啊！你很难想象到这
里几个月前的样子。”郭东海感
慨地说。

8月份以前，这片空地上还
是养殖池塘和苗木场，地面情况
复杂多样、区域地势高低不平，
光缆、管线遍布其间，影响了产
业项目的推进进程。

郭东海告诉记者，为了让
产业项目快速落地，快速形成
规模，相关部门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了道路、管线及水系设
计。同时，为尽快完成搬迁，工
作人员把思想工作做到了老
百姓的家门口、炕头上，让他
们相信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

就这样，群众心里的疑惑一
点点被解开，一次性完成土地储
备和土地平整。同时，采取人休
车不休的方式进行土方回填，每
天投入车辆近百辆，齐头并进，
累计填方80多万立方米，为项目
入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电子
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建设
也不断加快，同在建的医疗器械
与生物医药产业园形成合抱之
势，共同拱卫双岛湾科技城这座
新兴的科技之城。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赵
荣华）11月21日，工委办公室党总支举
行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

活动一开始，党总支全体成员庄
严面对党旗，齐声宣读入党誓词。重温
入党誓词后，举行了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研讨交流讨论，每一名党员
踊跃发言，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和生活

实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谈心得体
会、谈所感所悟，气氛热烈。探讨交流
后，工委办公室党总支书记张强给全
体党员上了一堂主题党课。活动结束
后，广大党员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增
强自身的党性观念，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做合格党员，以实际行动为党的事业
增光添彩。

工委办公室党总支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张
磊）近日，在济南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我区被授予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荣誉称号，
以表彰我区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近年来，我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省、市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关精神要求，
坚持强化科技引领、实施工业倍增

“563”发展战略，着力补齐科技创新短
板，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把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吸引
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不断推进科技创
新要素向我区聚集。2016年，全区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 80.8%，95%的规
模以上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技术合同交易额累计超过
20亿元。

我区被认定为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 通讯员 毕
建超）11月23日，2017韩国科技企业合
作推介会在我区召开，来自韩国的 1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了推介，60多
家中方企业参会洽谈。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韩国科学技
术通信部下属信息通讯产业振兴院主
办，韩国技术交易所作为信息通讯产
业振兴院的中国推广委托机构，具体
承办本次活动。当天推介的企业涉及
医疗器械、IT、电子信息等领域。我市
企业积极参与，与韩国企业进行了一
对一的对接洽谈，初步达成部分合作

意向。
落户在双岛湾科技城的韩国技术

交易所积极服务于中韩两国产业发展
和技术交流。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
了双岛湾科技城，对一城三园建设表示
十分震撼，未来十分愿意入驻园区。会
议上由深圳恭喜投资公司与韩国上市
公司 PLUMBLINEL 生命科学公司签
订投资协议，计划将项目落地我区。韩
国技术交易所与香港中联天龙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对韩国技术交
易所来中国转化的项目进行投资，并且
意向落地于我区。

韩国科技企业合作推介会在我区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日前，2017
年度“威高光明行动”顺利结束，共帮助
1093例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超额完
成年初1000例的任务。

免费为 10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手
术是2017年度民生实事之一。今年1月
开始，市残联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白内
障患者复明手术需求调查工作，对有手
术需求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实名制动态
管理，并于2月份正式启动工作。“威高

光明行动”的救助方式分为两种：一种
是免费手术，患者到定点医院免费手术
（手术费每例 1500元）；另一种是资助
手术费，患者到定点医院通过居民医疗
保险实施手术后，手术费个人自付部分
使用威高光明行动基金给予资助 1000
元。

据介绍，“威高光明行动”自 2004
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帮助全市 17146名
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

2017年度“威高光明行动”结束
1093名患者复明

两大千亿级园区领航高端
——我区全面推进重点工程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邢超

荒滩上崛起创新高地
——探访我市高端产业园区·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
◎本报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张功滨

香港亿和精密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杨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