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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
11月24日，全市统一战线推
进“三服务”工作座谈会在我
区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戴龙成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领导刘伟、孙旭勃陪同观摩。

戴龙成在讲话中指出，
统一战线要强化“三服务”。
要坚持服务大局出人才，加
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要
坚持服务发展出效益，每年
都要开展走访企业活动，加

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要坚持服务群众出形
象，把统战成员服务好，引
导统战成员开展社会公益
活动、助力脱贫攻坚。戴龙
成还就下步统战工作进行
了部署。

会前，戴龙成带队实地
查看了联桥集团、海外学人
高科技创新园和清真餐饮

“爱心拉面”活动发起地吾
德清真拉面馆等统一战线

“三服务”工作现场。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11月20日，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二组）督察山东省工作动
员电视电话会议在济南召
开，区领导刘伟、孙法春在高
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会议强调，开展海洋督
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内容，对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主动配合工作，做到及
早准备、心中有数。要坚持问
题导向，查清找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抓重点、补
短板，认真做好问题整改，夯
实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
任。要强化部门联动，保证工
作机构到位、部门衔接到位、
负责人员到位、问题答复到
位，以海洋督察工作为契机，
推动海洋工作进一步发展。

我区组织收看国家海洋督察组
督察山东省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11月2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
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视频
会议。区领导刘伟、王刚、谭
远国、王丹、孙旭勃、鞠彦平、
赵林及各区直部门、镇（街）
主要负责人收看会议。

刘伟要求，各级部门要
认真领会此次视频会议精神，
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各项重
大决策部署，高标准、严要求
推进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任

务。要认真总结我区在招商引
资、园区建设、平台搭建等方
面的典型经验，大力实施精准
招商，不断放大创新优势，把
项目建设作为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要抓手。要高点站位、高
标准谋划明年经济、社会、民
生等各项工作，加快推进两大
千亿级产业园区建设，带动骨
干企业全面发力、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档升级，使产业不断迈
向中高端。

我区组织收看全省重点工作视频会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鞠
慧亮）11月 22日，市委副书记霍高原
带领市科学发展督导组，来我区观摩
督导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
领导刘伟、许日、谭远国、孙法春、柯学
民参加活动。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医疗器械与生
物医药产业园、中威北化项目、威高血
液透析过滤器项目和心脏支架项目、
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亿和精
密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威里医院、迪尚
集团，详细了解园区建设、重点项目推
进、企业发展、民生建设等方面的情
况。督导组一致认为，高区项目多、质
量好、后劲足，特别是在平台搭建、园
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积累了大量

先进经验，值得全市推广学习。
今年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战略部署，坚持强化科技引领、
实施工业倍增“563”战略不动摇，率
先推进二次创业，全面实施“十大工
程”。以“一城三园”为主阵地，扎实推
进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电子
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两大千亿级
产业园建设，先后获批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
地、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等一系
列国家试点，2家企业获批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在科技部对全国 156个
高新区的综合考评中，我区提升 8个
位次，跻身全国30强。到年底，我区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将突破1000亿元，比

2014 年翻一番，实现第一个工业倍
增，向着 2020年突破 2000亿元、实现
第二个倍增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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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针对“一城三园”
区域内的全部24个村，我区高标准推
进“一步城市化”，一次性启动棚户区
改造工程，目前棚改项目投资已达4.5
亿元，改造面积11万平方米，乜家庄、
西石岭等 5个村已经完成改造。占地
1500余亩、建筑面积 160万平方米的
恒山社区明年年初动工建设，集中回
迁安置初村镇驻地周边11个村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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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泰国吞武
里集团和威高集团合作建设威里医
院，是全市首家中外合资二级综合医
院，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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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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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总面积40万平方米的第
二国际海水浴场建设，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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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
渔业安全、安保维稳等各项工作不断
提档升级，社会和谐稳定。

打造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自我市出台《关
于建设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的
意见》后，我区在科技引领、实施工业
倍增“563”战略的指导下，大力实施
精准招商，不断放大创新优势，把项
目建设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
手，以实际行动落实市委、市政府“产
业强市、工业带动、突破发展服务业”
的重大决策部署，各项重点事项快速
推进，创新根基扎得更深更稳。

高质量创新载体加速崛起

初冬时节，哈工大（威海）创新创
业园施工仍在火热进行。记者在现场
看到，主体工程已经建至第三层，预
计年底完工；2000平方米的创客空间

和创业学院已着手准备装修。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

创新载体平台也在紧锣密鼓筑基。据
了解，围绕哈工大（威海）的学科优势
和我市的产业布局，哈工大（威海）创
新创业园规划建设了 12个专业技术
研究院，其中，机器人与先进装备技
术研究院、中欧膜技术研究院、现代
服务技术研究院、山东船舶技术研究
院 4个研究院已经正常运营，成为孵
化高科技企业的种子基地。

注册资本1亿元，成立仅两个月，
市场覆盖国内十几个省市……从哈
工大（威海）创新创业园孵化出来的
山东天湶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成为
创新型高科技企业中的一匹黑马。

“创新创业园的中欧膜技术研究
院以技术入股，由学校水处理专业的
教授牵头，提供当前最先进的水处理

设备技术支撑，为企业创新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能。”哈工大（威海）创新创
业园总经理梁景凯道出缘由。

如今，哈工大（威海）创新创业
园共孵化出 6个像山东天湶水处理
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创新型高科技
企业，涉及到信息、环境工程、新能
源和汽车工程等领域，总注册资本
超过 2亿元。

作为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
着力打造的三平台之一，厚重的科
研底蕴，是哈工大（威海）创新创业
园的突出优势。如何让技术创新的
优势变成经济增长点，让项目走出
实验室，找到广阔的市场，梁景凯手
握两套清单：

一套是技术成果清单，依托哈工
大一校三区技术成果，筛选有产业化
前景的项目。一套是合作伙伴清单，

以威海市重点企业、哈工大（威海）校
友重点企业和全国行业内重点企业
为主。“我们按照产业链筛选孵化的
项目，以项目技术入股，主动寻找企
业对接形成合作伙伴。”梁景凯说，目
前园区已有30个在孵项目。

与此同时，工信部电子信息技术
综合研究中心研发基地的科研平台
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据了解，基地目
前引进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信
部直属七所大学技术创新中心、海富
光子智能制造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
金丰电子国家级高速轨道交通光学
实验室等8大平台进驻。

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成型——4 万平
方米的办公大楼和 1.5 万平方米中
试车间主体完工，已经进入装修
阶段；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周国涛）11月 27日，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刘伟专题调研基层党建
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抓好党建是最大政
绩，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党建
为引领，推动企业发展、创新社会治
理、提高服务群众质量，实现党建
强、发展强，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水
平。区党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孙旭勃
等参加调研。

在惠普打印机联盟党委，刘伟参
观了党员活动室，听取了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企业党建情况介绍，
对外方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党建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强调要深化拓展打

印机产业链党建做法，创新方式方
法，丰富活动内容，充分发挥党组织
和党员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
用，把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紧密融
合，推动企业发展壮大。

恒科精工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理念，推
行党员幸福账单，定期评选表彰“六
星”党员，激发了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活
力。刘伟对企业党建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强调要高标准建设企业党群服务
中心和党建文化长廊，满足党员职工
需要；要把非公党建与促进发展、人才
建设、文化建设、和谐建设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引领和政治
核心作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

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田和街道柴峰社区、怡园街道

卧龙山社区，刘伟实地参观了党群服
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服务用房建设、
工作人员配备、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党
建服务品牌打造和服务群众等情况。
刘伟对坚持以“凝聚党心、服务群众”
为宗旨，以打造“和乐柴峰”、“智悦卧
龙山”党建服务品牌为抓手，提高区域
化党建水平，不断增强社区群众获得
感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实施社
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加
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提升
社区服务水平；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载体，完善
功能，提升基层党建服务效能，以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沈阳路小学党支部坚持航标引

路、凝心聚力有组织，专业引领、重担
面前有党员，七彩引力、创新突破有党
员，打造了“三引三有”“先锋沈小”党
建品牌。刘伟参观了学校党建主题馆，
观看了党建主题沙画，听取了学校党
建情况介绍，对学校党建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指出区党工委、管委高度重视
教育工作，始终把教育作为“一号工
程”来抓，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学校党组织要发挥政治
核心作用，创新党建活动内容方式，把
党的工作融入教育教学各方面，打造
学校党建特色品牌，推动办学质量提
升，提高广大群众满意度。

刘伟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全市统一战线推进“三服务”
工作座谈会在我区召开全市科学发展督导组

来我区观摩督导

可降解涂层药物
洗脱支架研制成功

11月22日，山东吉威医疗制
品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技人员正
在测试新一代生物可降解涂层药
物洗脱支架（BP-DES）。

据悉，该公司经过5年研发，
用钴铬合金新材料代替了不锈钢
支架的材料，其专利的生物可降解
聚合物涂层在术后6个月内可完
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减少聚合
物对血管壁的影响。

本报记者 夏志忠 摄

创新高地加速隆起
——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重点事项快速推进 ◎本报记者 夏树刚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11 月 28 日，副市长杨丽来
我区调研渔具产业发展情
况。人大联络工作办公室副
主任傅华涛陪同活动。

杨丽一行先后到光威
渔具、小石岛游艇码头、鱼
游四海股份有限公司和浪
保渔具进行调研，与企业负
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企
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品

牌建设等情况，并针对渔具
企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提
出建议。杨丽希望渔具企业
加强交流、拓展合作，完善
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
推动渔具产业向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相
关政府部门要积极搭建平
台，进一步整合资源，将威
海渔具打造成全国乃至世
界一流的知名品牌。

市领导来我区调研渔具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11
月28日，副市长高书良就海
洋产业转型升级情况来我区
开展调研，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孙法春陪同调研。

高书良先后来到海富
光子和光威复合材料，详细
了解其高性能产品在海洋产
业中的运用情况，对我区涉
海企业以创新为引领，以科
技为支撑，加快推进海洋经
济转型升级的做法给予高度

评价。高书良指出，各级各部
门要深刻认识发展海洋经济
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努力
实现海洋经济的快发展、大
发展。要以海洋产业转型升
级为总抓手，发挥优势，突出
特色，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发
展空间，进一步提高海洋经
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市领导来我区调研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11月 30日，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刘伟主持召开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会，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委
书记赵林及区直各部门、镇
（街道）、驻区单位主要负责
人参加会议。

刘伟以“‘不忘初心’，
高标准推进‘二次创业’”为
题，现场交流自己学习十九
大报告的体会，对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阐释和深入解读。

刘伟强调，高标准推进
“二次创业”，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高度体现。我区要高标准
定位，在保持国家级开发区
第一方阵的基础上稳步提
升，全力把我区打造成为创
新驱动的示范区、新旧动能
转换的领航区。要发扬高新精
神，在“二次创业”的过程中不
忘初心，催生更多的科技创
新项目、平台在我区落地。要
形成高新作风，为群众、企
业、高校服务时带着感情，带
着真情，团结合作，形成一股
强大的凝聚力。各级党委要
按照宣讲方案要求，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好、贯彻好、
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让全区各项
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刘伟主持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