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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
员 谷荃红）12月 11日，威高集
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在美国投资8.8亿美元并购爱
琅医疗器械控股有限公司项目，
正式获得商务部备案核准。该项
目是威海建市以来最大的境外
投资项目，也是近几年国际医疗
器械领域较大的并购案。

此次收购将助力威高集团
丰富现有产品线，优化产品组

合，向高端医疗器械生产迈进，
并加快我国血管介入器械的进
口替代化进程，扭转我国血管
介入器械领域国外厂商垄断的
局面，补齐行业短板。同时，威
高集团将获得爱琅医疗器械控
股有限公司成熟的国际营销渠
道，将威高集团的产品销往全
球，带动国产医疗器械产品的
出口，预计每年出口创汇 7500
万美元。

据悉，并购完成后，威高集
团将着力引进美国爱琅的自动
化生产技术及管理模式，在威
海设立国内生产基地。5年后，
该基地预计为威高集团带来 10
亿元的销售收入，进一步增加
威海的就业及税收。

又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
员 张斯丞）12月6日，省政府办
公厅公布《关于支持双创示范
基地建设推进全省双创深入发

展的实施意见》，公布了我省26
个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名单，威
高集团入选企业示范基地，为
区域创新中心建设再添亮点。

山东省双创示范基地的创
建工作是为了加快推动创新创
业资源向双创示范基地集聚，
带动全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
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
上发展，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而开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威高

集团入选后，将通过试点示范，
搭建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创
发展生态环境，调动双创主体
积极性，发展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建立新模式。同时，将发挥
威高集团在双创工作中的行业
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社
会就业，形成双创蓬勃发展的
新局面，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结
构优化的目的，促进经济提质
增效升级。

贫困村送锦旗感谢工委办帮扶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赵荣华）12月

12日，初村镇马石泊党支部书记都业明、村委会主
任都彦君将一面书有“扶贫济困、真心为民”的锦
旗送到高区工委办公室，感谢工委办公室在开展
帮扶村居工作以来对马石泊村的帮扶和资助。工
委办公室主任张强接受锦旗，并进行了座谈交流。

都彦君介绍了当前马石泊村的情况及下一
步的发展规划，并代表全体村民对工委办公室
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张强表示，工委
办公室将针对马石泊村的实际情况，一如既往
地把帮扶村居放在扶贫工作首位，开展多种针
对性强的帮扶活动。同时希望村“两委”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利用采摘园、垂钓园等资源，
发展构树种植、生态观光等特色农业项目，带领
村民尽快走上致富道路。

帮扶村居工作开展以来，工委办公室在区
党工委、管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马石泊村，掌
握第一手扶贫资料，并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加强
领导，落实帮扶措施，不断加强马石泊村基础设
施建设，共投入扶贫资金 10余万元，新修路灯
20余盏，协助完成塘坝改造加固及养护工作，对
村内 12处普通摄像头进行更新换代，以实际行
动打好扶贫攻坚战。

两企业获批首批省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李若菲）近
日，山东省经信委对首批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名单进行公示，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金猴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批。据了解，上
榜企业的单项产品在全省或者全国同行业达到
顶尖水平。

据悉，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热敏
打印头产品、金猴集团有限公司的皮鞋产品生
产技术和工艺国内领先，产品质量优良，市场占
有率高，均排名全省第一位。

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评选，重在
引导我省制造业企业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走“专特优精”发展道路，打造一批专注于细
分市场，技术或服务出色、市场占有率高、抗风
险能力强的单项冠军。下一步，我区将加强服务
和政策引导，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引导
和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单项冠军企业进一
步做优做强，引领和带动更多企业走“专特优
精”的单项冠军发展道路。

区直机关党委举办第四季度
主题党课比赛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王婧）12月
8日，区直机关党委举办了第四季度“主题党课”
比赛，由区直各部门、各驻区双管单位机关党组
织选拔推荐的 7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最终，组织
部机关党支部卢立中荣获第一名。

本次比赛的主题是“贯彻十九大·二次创业
在行动”。参赛选手紧紧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学
习、工作实际，就如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等谈了体会，起到了教育与自我教育相互促进
的良好效果。下一步，区直机关党委将进一步引
导各机关党组织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打造学习型党组织。

两电商企业获市级扶持资金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柴伟）近日，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至鲜新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通过市级相关部门的材料评审、实地
考察，共获35万元市级扶持资金。

据了解，威海光威集团经营自有品牌，在天
猫、京东等各大平台综合排名位于全国前列，年
交易额达到 1200万元以上，线下实体合作销售
店铺 500家以上。山东至鲜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应用新模式拓展电子商务，积极创新应用社
交媒体等新模式，拓展农特产品网络销量，拥有
自主品牌，年交易额200万元以上。

区商务局为企业争取专项资金
1198万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谷荃红）为了
支持企业发展，区商务局积极认真研究中央、省
市商务政策导向，加大项目申报力度，全力争取
上级各类专项资金。今年以来共向上申报各类商
务专项资金项目178个，资金到位1198万元。

区商务局积极研究政策，把握资金支持方
向，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企业网络
工作群，第一时间获取政策信息并及时传递到
企业，强化政策宣传落实，指导企业做好项目的
预申报工作。同时，按照资金申报要求，主动对
接企业，扩大企业申报面，为企业提供专业、全
程的申报指导，并认真审核项目材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和准确性，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有效。

恒山实验学校获评
市级“蓓蕾艺术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蔡琳琳 单
立超）12月 13日，“蓓蕾艺术工作站”揭牌仪式
在威海恒山实验学校举行。该校获得市级“蓓蕾
艺术工作站”称号。

为深入推进实施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
新工程，省文化厅依托全省各级文化馆、文化站
和志愿团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平
台，组织开展故事会进校园活动暨“蓓蕾艺术工
作站”建设。最终，恒山实验学校被评为市级工
作站，高区一小、神道口小学、后峰西小学、高区
二小、沈阳路小学、高区二实小、大岚寺小学、黄
家沟小学为区级工作站。

12月以来，随着招商花园
小区改造、黄家夼隧道提升改
造、文化路彩蝶游园建设改造、
涝台河仁柳庄段截污点污水并
网改造等一批市政重点工程项
目陆续竣工，年初确定的5大类
36个重点项目建设至此圆满收
官，市政建设又迎来了一个“丰
收年”，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

为保证重点工程项目进
度，区市政局采取领导班子成
员和科室部门分包项目的形
式，明确每一个项目进度、时间
节点和责任清单，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分管领导、责任部门、
责任人全程负责，全力攻坚，全
面落实，确保重点项目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建立协调推进机
制，实行一周一碰头、一周一调
度、一周一督导，对项目建设中
出现的难点、堵点问题，强化部
门联动，现场落实责任，从而形
成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一盘棋、
一股劲的工作合力。

回首 2017 年市政重点项
目建设，一幕幕如火如荼的
施工场景释放着催人奋进的
力量，大气魄掀起了项目建
设的热潮；一组组掷地有声
的崭新数据见证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大手笔描绘着幸福美
好的画卷——

在道路畅通方面，环山路
改建有序推进，路基清表 3.3万
平方米，整理土方 12.2万立方
米，东夼、黄家夼、陶家夼3条隧
道建设掘进总长770米，占总工

程量的17%，黄家夼桥梁建设浇
筑桩基8根。人行道“海绵化”改
造扎实推进，锦州路、鞍山路、
环海路累计改造面积 2.5万平
方米。道路维修维护快速推进，
福山路、沈阳路、科技路等路段
沥青罩面 5.7万平方米。隧道提
升改造加快推进，黄家夼隧道
改造全面竣工，吉林路隧道一
期改造如期完成，通行条件明
显改善，安全保障能力极大增
强。远庄村至龙口庵村农村公
路新建稳步推进，总面积 8500

平方米的路基整理完工。
在园林绿化方面，实施绿

色廊道建设，完成了文化路行
道树改造和火炬路、柴峰路、锦
州路等绿化新改建，累计栽植
行道树 1309株，种植苗木 51.6
万株，铺植草坪6400平方米。实
施游园提质改造，完成了文化
路、昆明路、环山路、阮家寺4个
街头游园新改建，使之成为居
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实施“两线”环境综合整治，城
铁沿线整治共计回填种植土 2

万立方米，平整场地 13.2万平
方米，栽植乔灌木 9.5万株，种
植地被 1.1万平方米；沿海岸线
整治累计回填种植土2600立方
米，栽植乔灌木2万余株。

在管线贯通方面，完成了
文化路、锦州路污水管网铺设
改造，总长 2350 米。完成了科
技路、天津路等路段热力管线
改造，总长 8公里。完成了钦村
河、涝台河沿线 5 处截污点污
水并网改造，累计铺设管线
1014 米，砌筑检查井 34 座、沉

砂池 2座。完成了昌鸿、古北等
3个小区 3500余户燃气切换改
造，实现了城区燃气铸铁管全
部“退役”。

在城区光亮方面，推进楼
体亮化，以重要建筑物为“点”，
以城区主干道两侧为“线”，以
广场、商业区等重点区域为

“面”，制定优惠措施，出台补助
办法，累计拉动社会投资 1360
万元，其中区管委补助 220 万
元，完成了楼体亮化65栋，打造
了三位一体、构建完整的夜间
景观体系，营造了精致、简洁、
大气、流畅的城区夜景氛围。做
好路灯照明，沈阳路、华海路、
火炬八街等路段共计新装路灯
258盏，砌筑维修井130个，敷设
电缆管线1万多米，方便了居民
夜间出行。

在旧区改造方面，精心制
定“手术方案”，主要从管网改
造、路面硬化、容貌整治、公建
配套等方面“开刀”，妥善解决
老旧小区“看得见”和“看不
见”的问题，完善配套功能，改
善宜居条件，让居民乐享新生
活。完成了怡海园西区、西河
北旧区、招商花园 3 个旧区整
治，涉及楼房 117栋，惠及居民
922户、2766人，累计沥青罩面
2.7 万平方米，铺装道板 2500
平方米，改造雨污、热力、燃气
管线 1.3 万米，安装路边石、
绿带石 7000 米，砌筑检查井
210 座，新增停车位 100个，新
改建绿化 2000平方米，新装路
灯35盏。

入选国家级双创区域示范
基地、两大千亿级产业园加快推
进、众多高端平台落地生根……
获批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以来，一个个国字号平台、
一大批领军型高层次人才快速
集聚，我区形成了科技创新资源
高度集中、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日
臻完善、实体经济集约集聚发展
的特色创新发展格局，处处涌动
着创新创业活力。

在科技部对全国 156个高
新区的综合考评当中，我区大
幅提升 8个位次，跻身全国 30
强。“我区充分整合科技园区、
大学校区、产业园区‘三区’叠
加资源，共同发力，打造创新、
创业活力蓬勃发展的活力之
区。”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专业化园区为载体
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

11月1日，惠普正式入驻我
区。作为全球打印机的领导者，
惠普的到来将使威海成为全球
打印机“产能第一、技术水平第
一”的新高地。与此同时，亿和、
正崴、大振、茂森这几家全球知
名的打印机配套企业先后进驻
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
为园区链条式创新发展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主阵地，我区抢抓
机遇，做好顶层设计，以“一城
三园”为主阵地，规划建设的医
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电
子信息与智能装备产业园两大
千亿级产业园区，都建有集研
发、生产、检测认证等功能于一
体的双创示范载体，面向海内
外双创项目提供“厂房定制、租
售灵活、拎包入驻”服务。

此外，威高集团、金猴集
团、北洋集团、迪尚集团、光威
集团等园区内骨干企业，持续
推动技术创新，新上可降解心
脏支架、血液透析、中国服装数
字化设计研发中心等一批有影
响力的创新项目，建设国家级
企业创新中心8家。骨干企业还
成立了总规模 25亿元的 5只产
业基金，对优秀的创新企业和
创业项目进行投资或收购，扶
持创业企业发展，延展了产业
创新链条。

如今，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专业园区为载体，我区“双创”
项目呈现加速集聚之势。到
2020年，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与智能装备两大园区
将集聚双创项目500个以上，打
造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与智能制造两大千亿产业
集群，形成集成创新、协同发展

的良好格局。

以双创体系建设为载体
提升区域创新活力

4月21日，由中国化工教育
协会、高区管委主办，威海光威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承办
的“光威杯”中国大学生高性能
复合材料科技创新竞赛举行。
大赛为全国各地大学生和科技
工作者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
和展示创新科技成果的平台，
也为校企合作模式开辟了一条
新的道路。

“这是‘北洋杯’电子信息
大赛和‘威高杯’医疗器械大赛
之后，我区主办的又一个激发
双创活力的大赛，旨在激发大
学生创新活力，为区域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区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威高杯”等全球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形成了较大
影响力，60多个双创项目实现
了“全球孵化、跨境转移”。

与此同时，我区还与中国赛
宝实验室联合开展“引智强企”
系列工程，已培训创业者300多
人、为双创主体免费诊断 20多
例。计划到2020年，国家级品牌
双创赛事达到5项，“引智强企”
服务双创主体300家以上。

除了政府打造的创新比

赛，企业搭建创新平台也在同
步进行。迪尚集团采用“成果孵
化+设计服务”模式，设立 100
个设计师工作室，未来将拥有
众多新锐设计师工作室、众多
的创业团队和小微企业入驻，
每月可推出上万种新款的服装
设计，打造成国内知名设计人
才培养与品牌培育的孵化基
地。“目前，已入驻纺织服装创
意设计机构60多家，设计师600
多人，配套服务纺织服装企业
200多家，形成了40多个市场品
牌，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品牌和
经济效益。目前迪尚时尚设计
众创空间正积极申报创建国家
专业化众创空间。”迪尚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

以高端平台为依托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当前，国家区域创新中心
正在我区加快规划建设，中心
将整合工信部电子信息技术综
合研究中心、哈工大（威海）创
新创业园、国家高端医疗器械
创新中心等高层次平台，对区
域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发挥更
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国家层面，我区全力做好
工信部驻威各个创新平台的服
务保障工作，支持电子信息技

术综合研究中心发挥更大作
用，加快推进暖温型海洋大气
自然环境试验站、电子信息产
品实验检测中心等平台建设。
其中，工信部电子信息及智能
装备发展研究院成为与工信部
合作建立的国内首个“部、企、
地”联合双创载体。这些平台将
在家门口为威海众多企业科技
创新、技术转移、检测认证提供
国家级的专业技术支持。

企业层面，日前，威高集团
与10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高端
医疗器械国家研究院有限公
司，并与中国科学院等 16家科
研院所及高校组建国家高端医
疗器械创新联盟，形成集技术
研发、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于一
体的高端医疗器械创新平台。
目前，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
新中心大楼主体已完工，正在
进行室内外装修。

高校层面，我区引导驻区
高校建设35万平方米的创业孵
化载体，其中哈工大（威海）创
新创业园面积 11万平方米，建
设12个产业研究院，3年内将转
化科技成果 50个、孵化挂牌上
市企业 3至 5个。同时，我区积
极承接北航、南航、北理、南理、
哈工大、哈工程、西北工大等 7
所高校在区内建设科技成果转
化中心。

点燃创新“火炬”
——我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付岩帅

商务部核准威高8.8亿美元
并购美国爱琅
威高入选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人行道“海绵化”改造，实施绿色廊道建设，城区燃气铸铁管全部“退役”……

市政建设再迎“丰收年”◎本报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徐吉祥

改造后的文化路彩蝶园。 本报记者 张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