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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里医院大大改变了对我
区医院的认识，整洁的环境、高档
的设备、微笑的服务无不给我们
留下深刻印象，能在家门口享受
高端医疗服务，真的是太方便
了！”在威里医院，观摩团实地参
观医院诊疗科室、床位、医疗设备
等情况，参加观摩的区宣传部工
作人员说。

威里医院是泰国吞武里医疗
集团和威高集团合资在威海设立
的全市首家中外合资二级综合医
院，医院引进国际最先进的服务
管理理念和诊疗设备，旨在打造
具有高水平特色科室和坚实综合
医疗基础的烟威地区国际化高端
医院。

今年以来，我区始终以改善
民生为导向，践行“共享”发展理
念，深入推进中小学改扩建、医联
体、海绵城市、棚户区改造等一大
批重大民生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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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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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园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刘杰感慨地说：“经济发

展带动了民生工程建设，大投入、
大发展、大市政已成为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发展导向，作为一名
高区工作人员感到高兴和自豪。
我们将努力工作，开拓创新，践行
共享发展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好务。”

此外，在“一城三园”建设当
中，我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全域城市化、市域一体化”战
略部署，以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化
进程，利用棚户区改造政策，全面
强化产业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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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60亿元，到2020年，
7500余户群众将住进现代化的城
市大社区，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
转变。

目前，我区已经投入棚改项
目投资4.5亿元，获得政策性贷款
3.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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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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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出的土地将把科技
园与威高工业园连成一片，打造
国内面积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
医疗器械科技园区。

“我区不仅经济发展驶入快
车道，民生建设也同步跟进。教
育、医疗、城市建设等重大民生工
程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初村镇宣传委员宋菲菲说。

“我们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
部署，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高标准推
进‘二次创业’，力争在国家高新
区序列中争先进位，干出新作为、
不负新时代，为实现现代化幸福
威海建设新跨越再立新功。”区管
委相关负责人说。

触摸区域发展强劲脉搏
——我区组织机关干部观摩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夏树刚 刘思兰 通讯员 梁威

今年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坚强
领导，坚持强化科技引领、实施工业倍增“563”
战略不动摇，以“率先推进二次创业、全面实施十
大工程”，持续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势头。

近日，我区组织副科级以上干部400余人
到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威高集团心内
耗材项目、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等地进
行实地观摩，广大干部穿梭于建设现场、生产车
间，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全面了解我区一年
来在特色园区、重点项目、社会民生等方面取得
的新成就。

当日，观摩团首先到医疗器械
与生物医药产业园和电子信息与智
能制造产业园进行观摩。观摩团详
细了解园区规划、项目建设、企业入
驻等方面的情况，听取相关负责人
关于国家区域创新中心、省医疗器
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电子信息及
智能装备发展研究院等国家、省级
高端平台建设情况。

在得知我区两大园区在今年全
市六大高端产业园区考核中分获一、
二名时，广大干部倍感振奋和骄傲。

“去年到两大园区观摩的时候，厂房
刚开始动工，部分土地还在平整，如
今高楼大厦平地起，现代化的产业园
区初具雏形，大批投资大、技术含量
高的高新技术项目已开始进驻，部分
崭新的现代化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
试。”两大园区的建设速度让区科技
局副调研员姜善峰震撼不已。

“一年前的荒地盐碱滩，现在处
处是高楼林立。一年前站在大型展
板前，看到的只是规划蓝图，而今天
50多个项目已落地‘一城三园’，我
区的发展成就让我激动。”区宣传部
民政科科长毕兴平同样感触颇深。

区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朱全
说，如果说去年观摩带给我的是深
深的震撼，那么今年的观摩，除了震
撼，还有发自肺腑的钦佩：钦佩于我
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累累硕果，
钦佩于区党工委、管委的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

“每次到一城三园，都会被这些
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震撼，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条条马路宽阔平坦，国家
平台强力支撑，高新企业纷纷入驻！
这是领导的智慧，集体的力量，转化
为高区速度！”工委办电子政务中心
副主任肖文忠说。

作为“一城三园”中医疗器械和
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坐落地，初村镇是
我区棚户区改造的主战场，初村镇党
委书记刘光耀说：“通过观摩产业园的
规划建设和工程进展，我们对初村镇
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此前初村镇已
经获批山东省健康特色小镇，我们将
再鼓干劲、加压奋进，争创国家级健康
特色小镇，同时加快棚户区改造，服务
产业园区建设，为壮大医疗器械特色
产业腾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年里，我区交出一张张亮丽
的成绩单，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全市
第一、工业实交两税和增幅居全市
第一、实际利用外资全市第一、自主
创新示范区考核总评全省第一，无
数的“第一”让全体干部倍感振奋。

在今年的“十大工程”中，“一城
三园”为首位工程，举全区之力加速推
进。“一城”，即统筹双岛湾科技城和初
村科技新城，打造63平方公里的科技
创新城；“三园”，即科技创新城内18
平方公里的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
业园、8平方公里的电子信息与智能
制造产业园、10平方公里的科技创新
园。“一城三园”建成后，将形成2个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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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高心脏支架项目将生产国
际技术水平最高的第 3代可降解
心脏支架。该项目总投资 36 亿
元，是今年的市级重点项目。项目
用地上原为北宅库村居民点，为
服务项目建设，我区对北宅库村
整体搬迁改造，投资 2亿元为村
民建成异地回迁小区，保障了威
高的连片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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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
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威高工业

园总投资30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
资超过 200亿元，竣工厂房超过
160万平方米。为持续保持行业领
先地位，威高集团正在积极申报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该中心是
行业最高创新机构，国家在 22个
重点行业里，每个行业仅设一家。
目前，威高集团已经联合 10多家
行业龙头成立申报主体，与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 87家单位
建立了创新联盟，以全省第一的
成绩成功获批省级创新中心。

近年来，威高集团年均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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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突破1000亿元的宏伟目标。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要勇

于担当、敢于负责，做好社会稳
定、社区管理、民生保障等工作，
为全区‘563’战略大发展稳固后
方，为强化‘高’‘新’‘区’的品牌
塑造和形象深化添砖加瓦！”田和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成欣说。

在惠普最大的配套企业香港
亿和精密生产车间，机关干部边
走边看，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
交流，对香港亿和在短短时间内
就投入生产表示无比赞叹。香港
亿和精密是一家集办公自动化设
备制造及整机装配、汽车模具及
零部件制造等于一体的综合型高
科技集团公司，主要建设大型冲
压、大型注塑等相关设备，为惠普
打印机提供配套，助推威海成为
全球打印机新高地。

美国惠普公司入驻我区后，
香港亿和等5个总投资12亿美元
的配套企业纷纷入驻，形成了千
亿级打印机产业集群，这令机关

干部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双岛
街道将紧紧抓住‘一城三园’建设
机遇，在服务好开发保障的同时，
以着力改善辖区群众最强烈、最
突出的问题出发，多措并举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力服务重
点园区建设！”双岛街道党工委书
记郑建表示。

“我将以此次观摩为契机，全
力做好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文
章，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提供强力的
人才支撑！”区工委组织部人才办
副主任王晓说。

区科技局创业中心副主任崔
兴华说，看到两大园区的工地上，
机器轰鸣、塔机林立，工作人员不
畏严寒，争分夺秒。看到人合机
电、恒瑞新材料、纽谱生物、坤科
仪表等孵化项目相继入驻产业
园，其倍感自豪，更加坚定了为孵
化企业做好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千亿级产业园区加快推进

重点项目竞相入驻

大批民生项目惠及百姓

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外景。 本报记者 朱春晓 摄

（上接第一版）在强力推进经
济发展的同时，我区始终秉持共享
发展的理念，持续改善民生，增进
群众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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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按照二级甲等医院标准，我
区与威海市中心医院联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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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医
疗卫生需求，初村、双岛周边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级费
用、三级标准”的优质服务。通过
住房、教育、卫生等各项基础设
施的高标准、高质量配套，建设
创新创业的新热土，打造快速崛
起的威海新城区。

威里医院项目是我区践行
“共享”发展理念、着力提升民生
福祉的重点工程。该项目由泰国
吞武里集团和威高集团合作建
设，是全市首家中外合资二级综
合医院，总投资 2.5亿元，建筑面

积 1.6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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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区坚持将教育作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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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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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森林防火、渔
业安全、安保维稳等各项工作上
不断提档升级，社会大局保持和
谐稳定。

亿级的科技园区，创造就业岗位5
万个，集聚人口15万，推动双岛湾
区域一步实现城市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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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建设医
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电子

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科技创
新园，管委主导、市场化运作了
87万平方米的创新载体，50多个
项目落地，国家（威海）创新中心、

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电子信息及智能装备发展研究院
等平台加快建设，成为全市经济
快速发展的强力引擎。

干部们在观摩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听取园区建设介绍。
本报记者 夏树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