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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 通讯
员 鞠慧亮）2月23日上午，市委、
市政府隆重召开 2017年度全市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总结成绩、
表彰先进，我区荣获“2017年度
工作优秀单位”和“招商引资大
项目奖”两项荣誉。市委书记孙
述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海波主持会议。区领导刘伟、谭
远国出席会议并上台领奖。

会议隆重表彰了 2017年度
工作优秀单位、威海市优秀机关
工作人员、全市纳税明星企业和
纳税新星企业以及全市对外开放
工作先进单位等。我区荣获 2017
年度工作优秀单位和招商引资大
项目奖，区商务局国际合作科科
长廉青松、双岛湾开发办水利工
程科副科长连业洋、浴场景区管
理处主任王宝林被评为 2017年

度威海市优秀机关工作人员，威
高集团、惠普打印机（山东）有限
公司、光威集团、北洋电气集团、
迪尚集团、金猴集团荣获2017年
度全市纳税明星企业，西郊建设
集团荣获 2017年度全市纳税新
星企业，惠普打印机（山东）有限
公司、迪尚集团、联桥国际合作集
团、金猴集团、威高集团荣获外经
外贸突出贡献企业。

孙述涛指出，2018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也是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全
面展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全市
上下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牢牢把握争当
全省走在前列排头兵的目标定
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统
领，大力实施“全域城市化、市域
一体化”战略，大力实施“产业强
市、工业带动、突破发展服务业”
战略，大力实施“城市国际化”战
略，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民
生福祉持续改善，努力实现现代
化幸福威海建设新跨越。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教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

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担当作
为、作风严实，始终保持革命精
神、革命斗志，不因胜利而骄傲，
不因成就而懈怠，不因困难而退
缩，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实
现新作为。

针对全市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提出的“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担当作为、作风严实”的新要求，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我区将强化争
先、率先、领先意识，参照国家一
流开发区确立发展标杆，全力推
进“提升招商引资质量、提升企
业发展层级、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提升城市整体功能、提升住
房保障力度、提升便民惠民水
平、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八
大提升”工程，继续在国家高新

区序列中攀强进位。以改革创新
的勇气持续深化“二次创业”，以
全局视野，在全市大局中找定
位、聚合力，积极争创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高端平台，整合

“一中心、三平台”资源，加快建
设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把
试点、平台的红利变成生产力，
到 2020年形成 6家左右百亿级
企业，威高集团主营业务收入过
1000亿元，惠普产业链主营业务
收入过1000亿元，打造医疗器械
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两个千亿
级特色产业集群。下大力气破解
发展短板、补齐历史欠账，认真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以问题导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断
提升广大群众、企业、驻区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营造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

本报讯（记者 徐泽华）2月
26日上午，威海职业学院高新学
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威海职业学
院举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刘伟，威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吴永刚，市教育局局长徐东晖，市
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主任李志
杰，区领导孙旭勃、孙法春出席揭
牌仪式。刘伟、吴永刚共同为高新
学院揭牌，吴永刚、孙旭勃分别致
辞，孙法春代表我区与威海职业
学院签订“高新学院”协议书。

吴永刚表示，高区是威海高
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代表着威
海全市的发展水平。在与高区的
共赢合作中，真切地感受到高区

精神不仅体现在高区在全市各
项工作中都走在前列，是各区
市、开发区的排头兵，特别是经
济转型、产业升级，高区见识早、
行动快，发展质量优、产业层次
高，在全市遥遥领先。更重要的
是，高区领导班子对发展负责、
对未来负责的强烈担当，想事业
思想境界高、干事业谋划站位
高，机关干部狠抓落实，办事效
率高，工作水平高，干事创业激
情高。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转型压力。高新学院的
成立，是走出校门、服务发展的
有益尝试。衷心希望高区管委、

区直各部门和广大企业能够一
如既往地信任、支持威海职业学
院发展，提供更多共赢合作的机
会，把高新学院办成“产教深度
融合、校企双赢合作”的典范。

孙旭勃指出，威海职业学院
高新学院成立，是高区和职业学
院站在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高
度，共同谋划推动的，是落实新时
代新发展理念的务实举措，紧扣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部
署要求，非常切合高区全面深化

“二次创业”、全力推进“八大提
升”的全新思路。一直以来，高区
强化科技引领、实施工业倍增

“563”战略，2017年实现了第一个

工业倍增目标，全区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突破 1000亿元。随着“一
城三园”加快推进、两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快速崛起，以及百亿级龙
头企业的迅猛发展，亟需培育更
多更优的高技能人才。高新学院
将本着“服务企业、服务技能人
才、服务创新发展”的宗旨，坚持
高起点办学定位、专业化课程设
置，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全
新教学方式，坚持创新、高效、务
实的办学理念，整合资源创特色、
服务发展育人才，促进教育链和
人才链相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
相衔接，为加快建设新旧动能转
换领航区集聚才智、贡献力量。

据了解，威海职业学院高新
学院，是威海职业学院、区管委联
合成立的二级学院，面向企业及
社会开展人才培养服务工作，重
点服务我区政企人才需求，开展
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战略合
作，全面承担我区范围内的技能
人才培养输送，各类人才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以及高层次人才培
养引进、产学研合作、创新创业、
国际合作交流等项目合作。

区直各部门、各镇街、驻区
单位负责人，我区中小学校长，
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素质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的全体学
员参加揭牌仪式。

威海职业学院高新学院签约暨揭牌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徐泽华 通讯
员 鞠慧亮）2月 26日上午，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伟带
队，到双岛湾科技城调研“一城
三园”开发建设情况。区领导谭
远国、丛建旭、于天义以及工委
办、建设局、市政处、国土分局、
规划分局、环保分局、双岛街道
筹建处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刘伟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
国家（威海）区域创新中心、工信
部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中心、
香港亿和精密、台湾富康电子、

羊亭河大桥项目等地，深入施工
现场，详细了解当前项目进展情
况，现场办公处理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
伟认真听取了双岛湾科技城关
于“一城三园”的园区、项目和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对双
岛湾科技城的工作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刘伟指出，省委、省政府
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全域
城市化、市域一体化等“三大战
略”，关键在现代产业集群，载体

在现代科技园区，“一城三园”就
是我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展
现代产业集群、建设现代科技园
区的主阵地。

刘伟强调，以双岛湾科技城
为主体的“一城三园”要明确“全
市六大重点区域”的高点定位，
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基础
上，把高标准贯穿到每个领域、
各个环节。要坚持高标准规划，
学习借鉴国内国际一流新城，超
前布局交通、产业、园区等规划，
建设不留历史遗憾的现代生态

科技城；要坚持高标准建设，以
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为前提，精雕
细琢，有序推进开发建设；要坚
持高标准配套，提供完善的水电
暖气等配套设施，做到项目建设
到哪里，配套就延伸到哪里；要
坚持高标准管理，树立三分建
设、七分管理的理念，积极引进
专业运营机构，不断创新园区管
理运营模式。

刘伟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迅速抢占战略机遇，坚定发展
信心，坚持产业聚焦、园区聚焦、

区域聚焦、政策聚焦，全力推动
“一城三园”又好又快发展。要狠
抓政策争取，广泛对接国家、省、
市政策，为开发建设争取更多政
策红利；要强化执行能力，雷厉
风行抓落实，实施好重点项目和
重点工程；要抓紧精准招商，依
托行业龙头继续做好产业招商、
专业招商、全员服务，培育千亿
级现代产业、打造千亿级特色园
区；要抓牢廉政建设，各级各部
门分兵把守，确保阳光用地、阳
光用权、阳光用钱。

刘伟到双岛湾科技城调研“一城三园”
开发建设情况

我区召开
党工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 通讯员 鞠
慧亮）2月24日，我区召开党工委（扩大）
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刘伟主持会议，区领导
王刚、傅华涛、谭远国、王丹、孙旭勃、孙
法春、柯学民、丛建旭、于天义，区直各
部门、各镇街、驻区单位党组成员参加
了会议。

会上深入传达学习了山东省全面
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
会和 2017 年度全市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精神。刘伟指出，全省全面展开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意义
十分重大，导向十分明确，任务十分
清晰，要求十分严格，充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高
度重视和历史担当。在 2017 年度全市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我区获得 2017
年度工作优秀单位、招商引资大项目
奖两大荣誉。会上提出的“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担当作为、作风严实”，向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发出新时代的新
要求，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进一步增
强了我区加快跨越发展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

针对下步工作，刘伟指出，全区上
下要迅速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全省和全
市大会精神上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负责、干
事创业。思想再解放，要跳出威海看高
区、放在全国找位次，敢为人先，不等
不靠，把我区的发展融入全市、全省、
全国发展大布局中衡量。各级领导干
部要率先垂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
精神，勇于打破自己身上的“紧箍咒”，
努力做思想再解放的带头人。工作再
落实，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要有真抓的
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
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铆足劲，撸起
袖子加油干。今年我区将建立体制机
制改革、新旧动能转换、招商引资等九
项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
协商解决疑点难点问题，推进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标准再提升，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战略
部署，对标一流，追赶先进，强优势补
短板，不断开拓创新促提升，凝聚加快
发展的强大正能量，推动各项工作继
续走在全市前列，奋力开创新时代发
展的新格局。

我区喜获“全市工作优秀单位”
和“招商引资大项目奖”两项荣誉

2月22日，新春上班第一天，高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互致新春问候，凝聚干事激情。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伟带领区党工委、
管委班子成员，人大联络办班子成员，以及区直各部门、单位，各镇、街道，部分驻区单位参加升旗仪式。 本报记者 夏树刚 摄

升国旗
振精神

山东卫视记者来区开展
新旧动能转换专题采访

本报讯（记者 张丽华）2月27日，山
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栏目来区开展
新旧动能转换专题采访，并专访了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伟。

当天下午，区领导刘伟、孙旭勃
率区商务、人社、威海职业学院等
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来到惠普打印机
（山东）有限公司，现场办公，主动
了解人才需求，为企业提供上门服
务。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栏目
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并现场采访
了刘伟。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刘伟表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现代优势产业集
群是基础，一直以来，我区把培育壮
大优势产业集群作为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的主攻方向，以电子信息与智能
制造产业园、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
业园为载体，高点定位，科学规划，培
育和引进惠普、威高、亿和精密等一
批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龙头企
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效益、特色品
牌优势，全面提升产业、区域的竞争
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实施产业招
商、专业招商，全球打印机技术水平
最高、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美国惠普公
司投资 10.5 亿美元落户我区，并且配
套引进总投资 12 亿美元的 5 个过亿
美元配套大项目，其中香港亿和精
密、新加坡茂森、台湾正崴都是全球
配套的领军企业，推动我区电子信息
产业，由原来主要生产较为低端的A4
打印机，升级为主要生产高端的A3打
印机，实现整个产业集群的新旧动能
转换，加快形成千亿级的现代特色产
业集群。惠普和产业链企业入驻后，
实现快速膨胀发展，去年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 40%，今年惠普自身主营业务
收入将突破 100 亿元，到 2020 年电子
信息制造产业将达到 1000 亿元规模。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构建布局结构
优、规模体量大、延伸配套性好、支撑
带动能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进一步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