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伟为惠普公司颁奖。 刘伟为吉威医疗颁奖。 刘伟为迪尚集团颁奖。

刘伟为威高集团颁奖。 刘伟为工信部威海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中心颁奖。

高区政务信息网

www.whctp.gov.cn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威海高区发布

微信：威海高区发布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威海日报社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农历十二月廿七

第4期 总第168期

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 通讯员
鞠慧亮 付岩帅）2月9日上午，2017
年度全区经济工作暨总结表彰大会
召开，总结2017年工作，表彰先进，研
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动员全区上下聚
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再创新佳绩。
区党工委领导刘伟、许日、王刚、傅华
涛、谭远国、孙旭勃、鞠彦平、孙法春、
柯学民、丛建旭、赵林、于天义出席会
议。刘伟讲话，许日主持。区直各部
门、单位，各镇、街道，驻区企业，驻区
高校，各中小学、医院、村居负责人，
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表彰了2017年度促进经济
发展突出贡献奖、纳税星级企业、创
新平台建设先进企业、科技创新先进
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先进单位、对外
开放工作先进企业、资本市场工作先
进企业、服务业先进企业、创建品牌
先进企业、标准化工作先进企业、城
市精细化管理先进单位、脱贫攻坚先
进单位、乡村振兴先进单位、人才工
作先进企业、平安高区建设先进单
位、目标绩效管理考核优秀单位、专
项工作争先创优先进单位、机关事业
单位先进个人等。会上，通过专题片
《领导关怀》和PPT的形式，生动的画
面和图文并茂的演示，全面总结回顾
了去年一年来全区取得的成绩和各
级领导对我区发展给予的关怀与指
导。与会人员仔细聆听观看，认真记
录，无不倍感自豪与振奋。

刘伟首先代表党工委、管委，向
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为我区发展作出贡献的广大干
部群众、企业家以及驻区高校和科研
院所，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他指出，2017年，是我区发展史上
极不平凡的一年，全区上下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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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实施“十大工程”，干成了
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解决了
一批啃骨头、拔钉子的难事，推行了
一批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取得了
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一年
来，我区聚焦实体经济，大力实施工
业倍增“563”战略，全区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历史性地突破 1000亿元，比
2014年翻了一番，成功实现了第一个
工业倍增目标。强化科技引领，成为
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的主阵地，
先后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在全国高新区的排
名中连续两年进入前30强，稳居第一
方阵；在全市科学发展成果集中督导
活动中，高区连续两年全市第一。全
面扩大开放合作，大力开展产业招
商、专业招商、全员服务，高标准建设
三大园区，引进了美国惠普公司等一
批大项目，形成了新一轮对外开放新
优势。落实全域城市化、市域一体化
战略，重大产业项目全域统筹布局，
重大基础设施全域统筹建设，公共服
务体系全域统筹设计，拉开了全域一
步城市化的框架。坚持民生为本，全
面完成8大类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
群众关心的问题，营造了和谐稳定的
发展环境，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
续增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汇成了干事创
业的正能量。

刘伟强调，2018年至2020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我
区迈向全区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0亿元、实现第二个工业倍增目标
的决胜期。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
年，也是我区决胜第二个工业倍增目

标的起步之年。各部门要紧跟新形
势，适应新要求，把主要任务进行分
解、牵头责任进行细化，扎扎实实做
好各项工作。

刘伟要求，做好今年工作，要大
力实施“八大提升”工程。提升招商引
资质量，在项目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依托三大园区，威高集团、惠普公司
两大龙头和一批科技平台“321”资
源，实施总投资195亿元的40个重点
项目，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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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创新园打造成国家级试点园区，推
动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规
模2020年突破1500亿元、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规模突破1000亿元，汇聚一
批国内外创新项目，建立招才引智与
招商引资协同推进机制，承办科技部
组织的首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大会。
提升企业发展层级，在梯次培育上创
造新亮点。大力实施千百亿企业登峰
计划、骨干企业升级计划、科技型中
小企业成长计划，对不同企业实施

“梯次培育”，全面提升企业的发展层
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平台集聚
上树立新标杆。以建设国家（威海）区
域创新中心为总体目标，集聚整合与
产业紧密相关的高端创新平台，形成

“1+3+N”创新平台体系，发挥辐射全

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带动作用。提升
城市整体功能，在建设管理上迈上新
台阶。按照市委、市政府高标准实施

“城市国际化战略”的部署，按照全域
一步城市化的标准，实施道路畅通工
程、城市双修工程、违法建设治理工
程，不断提升全域规划、建设、管理和
配套保障的国际化、规范化水平。提
升住房保障力度，在住房供应上拓
展新渠道。加快棚户区改造进度，加
快旧村改造收尾工作，提高物业服
务管理水平，建立多元供给、综合保
障机制，努力保障群众的住房需求。
提升便民惠民水平，在民生实事上
出台新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
保障民生，重点做好提升办学条件、
完善医疗设施、优化政务服务、建设
青年社区、健全养老服务、实施精准
扶贫、促进充分就业、营造健身环
境、推动厕所革命、改善宜居环境、
开展农村治理等 12项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实事。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在平安稳定上取得新
成绩。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和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维护和谐稳定的
发展环境。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新
作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探索人事制度和
薪酬制度改革，实施社区党建和社
区建设服务“三年行动计划”，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双随
机、一公开”的综合监管模式，构建亲
清的政商关系。

刘伟要求，站在全面加快发展的
新起点上，各相关部门要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快干、实干、会干，夺取全
面胜利。要强化执行能力，全面狠抓
落实。考核办、项目办将结合部署要
求，把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
责任化，逐项确定负责领导、牵头部
门，各相关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落实。要强化精品意识，全面提高标
准。以适度超前的眼光，按照国际、国
内一流标准来规划和推动工作，主动
学习对标、认真研究政策、深入基层
调研，争做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要
强化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把队
伍建设作为重点，支持各个层面学习
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为群众、企业、
驻区高校和院所提供优质的服务，营
造优越的发展环境。蓝图已经绘就，
使命召唤前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干出新作为，不负新时代，
向时代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2
月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海波会见美国惠普全球副总
裁、激光打印机供应链运营全
球总裁玛丽亚·廷德尔一行。区
领导刘伟、傅华涛会见时在座。

张海波说，惠普公司入驻
威海以来，项目整合和经营运
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为下
步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威海将全力支持惠普在威事
业发展，共同做好链条招商、
资源整合和扩大产能工作，加
快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千亿
级产业集群。

玛丽亚·廷德尔对威海给
予的支持表示感谢，表示惠普
公司高度重视威海项目发展，
坚定在威发展信心，愿意与威
海携手努力、深入合作，建设
全球最大的打印机产业基地。

会见前，刘伟、傅华涛与玛
丽亚·廷德尔就惠普在威扩大
产能具体规划进行了会谈。刘
伟表示，高区将全力做好惠普
产业园、惠普青年公寓、定向人
才培养等工作，确保惠普公司
在威全力壮大打印机产能，助
推威海成为全球打印机产能第
一、技术水平第一的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2月
1日，副市长张伟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来我区督查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工作。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柯学民陪同活动。

张伟一行先后来到万丰
镁业、东兴商店等企业和烟花
爆竹销售点，认真听取相关人
员的汇报。张伟强调，岁末年
初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
易发期。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部署，
突出预防，研判风险。要加强
责任落实，督促企业实行全员
生产安全责任制度，完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隐患排
查治理，加大对企业的检查和
监管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要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
生产经营行为，严防各类烟花
爆竹事故发生。

市领导来区督查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2
月5日，新加坡柏盛集团总裁、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炳荣一行来区访问。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
伟会见李炳荣一行，人大联络
办副主任傅华涛陪同。

刘伟表示，去年高区强化
科技引领，大力实施工业倍增

“563”战略，全区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历史性地突破 1000亿
元，比 2014年翻了一番，成功
实现了“563”发展战略的第一
个工业倍增目标。下一步，高

区将继续围绕重点园区搭平
台、建项目、引企业，把企业的
发展当成政府的重要工作来
抓，助推一批骨干企业快速成
长为百亿级强企。高区将为双
方合作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创造宽松良好的环境，使双方
的互利合作结出丰硕成果。

李炳荣认为，高区在平台搭
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和招商
引资等方面成绩卓越，将十分珍
惜与高区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
相信双方会不断扩大合作领域，
实现长期共同发展的目标。

刘伟会见新加坡柏盛集团总裁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
讯员 鞠慧亮）2月 6日，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伟主
持召开党工委会议，研究部署
相关工作。区领导许日、王刚、
傅华涛、谭远国、孙旭勃、孙法
春、柯学民、丛建旭、赵林、于
天义出席会议。

会上研究讨论了《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草案、
关于成立威海职业学院高新
学院、全区目标绩效管理考核
情况等事项。

刘伟指出，作为全国首批国
家开发区，我区正处在“二次创
业”的关键时期，要在全国高新

区继续保持第一方阵优势，必须
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上下大力
气。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对照各项改革措施，尽快
出台切实可行的推进举措。要全
力做好威海职业学院高新学院
的筹备工作，细化工作措施，促
进职业教育与我区发展同步推
进，实现互惠共赢。各相关部门
要提前谋划 2018年度考核办
法，切实发挥考核激励导向作
用，进一步激发全区机关干部干
事创业的激情和动力。

会上，刘伟还就安全生
产、廉政建设、走访慰问困难
群众、信访稳定等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

刘伟主持召开党工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
讯员 鞠慧亮）1月30日，全区镇
街党（工）委和区直党委（党组）
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
召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刘伟主持会议并讲话，胶东
（威海）党性教育基地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秦立兴、市新型办主
任万金生到会指导，区领导孙
旭勃、鞠彦平、孙法春、柯学民、
丛建旭、于天义出席会议。

会上，各镇街党（工）委和区
直党委（党组）书记逐一述职后，
刘伟对述职情况进行了逐一点
评，充分肯定了各位书记在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和抓基层党建工
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下一
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刘伟强调，抓好基层党建
工作，事关大局、事关发展、事
关长远，各镇街党（工）委和区
直党委（党组）书记要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切实增强
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要用实招、求实效，进一
步用好述职评议考核这个抓
手，完善精细化监督机制，把责
任落到平常，把工作抓在日常，
把压力传导在经常；要坚持标
准引领，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
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和7个领
域的具体标准，提升党建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要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要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坚持严格执纪、严肃问
责；要强化监督，把自上而下的
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
来，把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
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维护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还请参会的基层代
表参加了评议工作。

张海波会见惠普全球副总裁

全区党（工）委书记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
工作述职评议会召开

我区2017年度经济工作暨总结表彰大会提出

全面深化“二次创业”
大力实施“八大提升”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区决胜第二个工业倍增目标、到
2020年全区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0亿元的起步之年

■做好今年工作，要大力实施提升招商引资质量、提升企业发展层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城市整体功
能等“八大提升”工程

■大力实施千百亿企业登峰计划、骨干企业升级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全面提升企业发展层级
■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保障民生，重点做好12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实事

全区经济工作暨总结表彰大会。 本版图片由刘志鹏、张蕃、刘思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