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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在
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老龄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祝全
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
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
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
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
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

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
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
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
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
辉 通讯员 房志浩 报道）10月 1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
《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等 602 项国家标准和 1项国
家标准修改单。其中，由愉悦家
纺有限公司主导起草修订的国
家标准GB/T 22796-2021《床上
用品》正式发布，愉悦家纺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玉平为该国家标
准主要起草人（第二位）。

据介绍，该国家标准将于
2022年2月1日实施。该标准对
GB/T 22796-2009《被、被套》、
GB/T 22797-2009《床单》、GB/
T 22843-2009《枕、垫类产品》、
GB/T 22844-2009《配套床上用
品》、GB/T 22855-2009《拉舍尔
床上用品》等5项国家标准合并
整合，简化生产和消费者对标准
识别的要求，提高了标准使用方
便率。

愉悦家纺主导起草修订的
一项国家标准发布

聚焦“83”工程·典型

实业基础雄厚但创新驱动不
足是滨州亟须破解的难题。由于
历史原因，我市的工业基础性产
业大多是原料型、粗放式的，在市
场竞争面前利润越来越薄，这种
低端的工业发展不可持续。怎么
改变这个状况？只有以实业为基
础抓科技创新。

市委、市政府用足用好改革“关
键一招”，以“要素资源化、资源平台
化、平台公司化”理念，谋划建设渤
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视技术为产品、研发
为产业，打造集“政产学研金服用”于
一体的国际化创科公共服务平台。加
快推进“一年建成、二年机构入驻、三
年优化提升”进程，引领区域应用型
科创高地拔地而起，进驻机构运营、
服务职能、服务体系趋于完善，高能
级科创平台集聚效应显现，已成为

“五院十校N基地”全域创新格局和
“双型”城市建设的核心载体，为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渤海先研院一期仅用
一年时间便建成投用，创
造了“滨州速度”

2019年以来，渤海先研院建设

先后被列入“757”工作方案、“7+
3”重点改革攻坚和“83”工程强力推
进。目前签约入驻机构167家，入
驻率达到88.6%；二期项目研发B
组团于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预计
2022年6月投入使用；渤海公共实
训基地于6月29日正式开工，目前
完成现场六通一平、临设临建，桩基
完成77%，预计2022年9月投入使
用。渤海先研院已累计开展各类活
动222场、参与8.5万人次；接待各
界参访1387次、2.6万人次。

渤海先研院作为城市新地标，
总面积 127.6 万平方米，按照“1+
N+3”模式建设，建筑体量大、资金
投入多。为解决建设“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创新投入机
制，不依靠财政投入的老办法，不走
建设科研事业单位的旧路子，成立
滨达公司，作为渤海先研院的融资
平台和建设主体，整合部门单位闲
置资产，评估融资、申请地方专项债
支持、采取“EPC+F”等方式，创新
资本经营模式，迅速筹集23.8亿元，
展开渤海先研院一期建设，形成了

“集中闲置资产、评估抵押贷款、建
成资产升值、再评估融资、支持后续
投入”的投融资、资产保值增值良性
循环。

渤海先研院建设在抓好质量安
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饱和施工，
快速推进。自2019年2月27日提
出战略构想，到当年9月3日领衔全
市重大项目强势开工，再到2020年
9月25日“开门首秀”，仅用一年时
间便实现了一期建成投用，创造了

“滨州速度”。
有了渤海先研院，接续魏桥国

科，再到“从无到有”的电子信息产
业链，37平方公里的科创城横空出
世，有核心、有平台、有产业、有生
态，重塑了滨州人的“精气神”，见证
了富强滨州艰难起势、强力成势的
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渤海先研院到科创城，丰富
了城市内涵，提升了城市品质，“白
天是网红打卡地，晚上是亮丽风景
线”，已成为滨州从“四环五海”时代
跨越到“黄河时代”的重要标志。

独一无二的“滨州科
创模式”，提升了招引质效

为解决“怎么用”的问题，渤海
先研院创新实行“边建设、边招商、
边运营”的“三同步”工作思路。在
规划之初，就按照“1+N+3”功能布
局，针对入驻机构和企业的不同使
用需求，提前测定空间参数，优化功
能分区。在建设伊始，就针对性地

开展个性化施工和装修设计，提高
了建设效率，避免了二次装修投入，
为渤海先研院建设、投用、服务有机
衔接创造了条件。

在激励政策上，市委、市政府明
确了渤海先研院自身不做项目、不
搞科研，而是集中资源为企业科研
活动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功能，形成
了独一无二的“滨州科创模式”，也
是渤海先研院行稳致远的活力所
在。渤海先研院先后出台了招商入
驻政策、入驻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
与渤海先研院建设、招商同步实
施。特别是以渤海先研院为载体，
为企业高层次科研人才落实事业待
遇、实行渤海科技创新券等，均为全
省首创，充分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
力。

在具体招引过程中，渤海先研
院走遍了“金银铜狮”获奖企业，
吸引了56家企业科研机构入驻；
积极“走出去”，吸引中国环境科
学院、中关村跨界联盟等大院大
所入驻；还吸引了104家科技服务
机构，补齐了我市缺乏科技服务机
构等生产性服务业的短板。截至目
前，按功能布局划分，研发A组团入
驻率 71.4%；“八大中心”入驻率
97.3%。（下转第二版）

我市全力打造高能级公共科创服务新平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伟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报道）10月13日，黄河水利委员
会党组书记、主任汪安南来我市检
查指导黄河防秋汛工作。山东黄河
河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群，市委副
书记、市长宋永祥陪同。

汪安南来到我市黄河翟里孙控
导，详细了解黄河流量水位、人员巡
查值守、防汛物资准备等情况。他
指出，当前，黄河下游正在经历一场
流量大、历时长的洪水过程，防汛工
作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侥幸麻痹
思想和松懈厌战情绪，发扬连续作

战精神，始终紧绷防汛弦，坚决打赢
秋汛洪水防御攻坚战，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要压实防汛责任，逐
坝逐段落实巡查责任人和抢险责任
人，充实巡堤查险力量，开展24小
时不间断巡查。要下好“先手
棋”，盯紧重点险工、控导、河段
等处，提前预置抢险队伍和物资，
对可能发生险情的堤段进行预抢
险、预抢护，做到险情早发现、早
处置。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发现
险情第一时间上报。他还叮嘱巡堤

查险人员在巡查中特别是夜查过程
中，要注意个人防护，确保人身安
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黄
河防秋汛洪水工作，市防指及时启
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建立了一名
市级领导为前线总指挥，四名市领
导分包县、区的防汛分包责任制。
全市对黄河重点工程搭设临时板房
或帐篷、架设照明线路，预置抢险
设备，实行昼夜巡查防守，其他工
程安排黄河职工和群防队伍按照班
坝责任制要求巡查防守。全市共安

排黄河职工 179 人，群防人员
1191人在工程一线巡查防守；安
排抢险人员2021人，并组成15个
专家组到现场指导。现场预置大型
机械92台，小型机械30台，交通
车辆86辆；抢险用石22629立方
米，其中抛铅丝笼9414立方米，修
筑控导工程防浸溢子堰9977米；
加强滩区生产堤防守，累计新修、加
固生产堤41处，长度62.51公里。

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
艳，副市长臧伟参加活动。

严禁结党营私 严禁拉票贿选 严禁买官卖官 严禁跑官要官 严禁个人说了算

严禁说情打招呼 严禁违规用人 严禁跑风漏气 严禁弄虚作假 严禁干扰换届

换届纪律“十严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
春贵 报道）10月13日上午，市委
书记佘春明到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他强调，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做
优产业生态，推进产教融合，实现
项目效益最大化，为现代化富强滨
州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在滨州黄河高端装备产业园，
佘春明详细了解园区建设、招商及
运营情况，现场查看斯皮特科技芯
片耗材项目、铝基复合材料项目、
方霖铝业项目等入驻企业设备安
装、调试情况。他指出，黄河高端
装备产业园是搭建高质量“双招双
引”平台、提升产业集聚功能的重
要载体，要以做优产业生态为目
标，围绕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实
现上下游企业抱团取暖、链式集
聚，打造协同配套、要素丰沛的产
业生态圈，放大集群效应。要抓住
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机遇，发挥滨州
比较优势，积极调整招商策略，聚
焦产业链缺失环节、薄弱环节，对
接企业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引领
企业向园区聚集，塑造发展新优
势。要坚持谋在战略、赢在战略，
支持企业聚焦细分领域、专业市
场，构建应用型科创体系，加大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提升产品
层次，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要加

大对本土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符合
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本土产品
和服务用于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

在滨州技师学院（北校区）暨
渤海公共实训基地项目，佘春明听
取总体建设运营目标、建设进度等
情况介绍，并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
情况。佘春明指出，渤海公共实训
基地项目对于加速我市产教融合
发展、提升区域职教整体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项目建设推进顺利、超
出预期。要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系
统做好“四篇文章”。做好“用”的
文章，以实用为目标，提升职业院
校学科水平，加快推进“双元制”教
育，强化职工再培训、再教育，促进
专业与产业对接，满足企业教育培
训需求；做好“投”的文章，通过财
政股权投资、专项债券、企业职工
培训费用、社会投资等方式，加大
多元化投入力度，实现可持续发
展；做好“建”的文章，突出功能性、
实用性，提高规划建设水平，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按照时间节点有序
推进；做好“管”的文章，用好改革
关键一招，创新管理服务机制，坚
持社会化运营，整合各方资源，形
成产教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
局。

张延廷、丁爱军参加相关活
动。

佘春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情
况时强调

做优产业生态
推进产教融合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霍向锋 杨柳 报道）10月9日
下午，援青题材院线电影《牛王》在
北京举行首映式，开启了阳信县在
电影文化产业上的新征程，该片将
于10月18日在全国公映。

援青题材院线电影《牛王》取
材于“千牛万羊进山东”的生动实
践，深情诠释了“阳信牛县，爱洒祁
连”的阳信人的援青精神。该片讲
述了藏族少年格桑为找回被装上
运牛车的“牛王”，开始了一段祁连
到阳信的冒险旅程。这是发生在
中国第一“牛”县的一个很“牛”的
故事，有真情、有温度、有力量。一
部电影联结了山东、青海两个省，
联结了阳信、祁连两个县，全景呈
现了东西部协作共进、山东对口支
援青海缔结的深厚情谊，用艺术的
手法展现了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
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
神，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
义。

影片从选题、拍摄，到演员、后
期等方面都精心打磨。拍摄场景

有一大部分在阳信，许多群众演员
也是阳信人。影片用艺术的手段
把阳信的牛文化、梨文化、古典
家具文化巧妙地加以植入，进一
步提升了阳信乃至滨州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对阳信持续擦亮中
国第一“牛”县品牌，激励全县广
大干部群众拼搏赶超、创新实
干，加快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牛王》由阳信籍导演李墨言
执导，知名演员张国强、王大治联
袂主演。青年演员亮月儿、尚馨、
邢昀、宁南、张金成，儿童演员居·
单增尼玛、许桐等担当主要角
色。影片由阳信县城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阳信县融媒体中
心、山东优亿思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支持摄制单位是
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
组、中共祁连县委。联合摄制单位
是滨州援青管理组。协助摄制单
位是中共祁连县委宣传部、水落坡
镇人民政府、山东借箭牛业发展有
限公司。

援青题材院线电影《牛王》
10月18日全国公映

今日导读
全文见第二版

我市培育耐盐碱无飞絮柳树
新品种获认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张丹丹 李前军 通讯员 刘策
源 马彦磊 报道）连日来，黄河山东
段持续大流量、高水位行洪，防汛
形势异常严峻。汛情就是集结号，
记者近日从滨州黄河河务局获悉，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30余名干
部职工响应委员会号召，从河南郑
州不远千里赶来滨州增援黄河防
汛一线。

据悉，这30余名增援滨州的干
部职工来自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机关服务局和黄河设计公司，他
们10月7日晚上到达滨州以后就
立即奔赴兰家险工段、张肖堂险工
段等防汛前线开展工作。他们的主
要工作内容是协助滨州河务部门一
线职工巡堤查险、整理报送数据资
料，共同坚守堤防险工，并参与指导
秋汛防御有关工作。

30余名黄委干部职工增援滨州黄河防汛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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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委主任汪安南来我市检查指导黄河防秋汛工作

坚决打赢秋汛洪水防御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