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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邱
芹 李前军 张丹丹 报道）今年以来，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北海经
济开发区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要求，聚焦政治能力建设和业务
能力提升两个关键，大力实施“铸
魂、赋能、聚心、汇智、固本”五项工
程，敢立首位标杆，勇扛首位担当，
与强者比、向高处攀，北海干部队伍
建设实现重塑性变革。

实施铸魂工程，立奋进之志。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开
展党性教育，铸牢理想信念之魂。
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强化廉政教育
和警示教育，重塑政治生态，铸牢忠
诚清廉之魂。强化创业精神教育，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新时代北海

“四特”精神，弘扬“战天斗海、改天
换地”的建港精神，铸牢创新创业之
魂。

实施赋能工程，塑攻坚之势。
坚持坐进课堂“听”、走到现场“看”、
鼓励自学“悟”、站上擂台“比”、选树
典型“引”、履职实践“验”、考核奖励

“促”相结合，着力提升干部队伍政

策知悉运用能力、项目策划包装能
力、项目招引落地能力、靶向攻坚突
破能力、风险防控应对能力，以精准
赋能促攻坚突破。

实施聚心工程，提发展之效。
“严”字当头抓管理，坚持严管就是
厚爱，做到思想教育从严、纪律约束
从严、制度执行从严和监督执纪从
严。在以项目论英雄、凭实绩用干
部中凝神聚心。围绕双招双引、经
济发展、要素保障、遗留问题处理等
重点领域，考虑“该用谁”而不是“谁
该用”，知事识人，排兵布阵，调兵遣
将，优化整合人员力量。打通招商
职能部门与各园区公司通道，形成
一体作战格局，将开发区改革进行
到底，在对标对表、重奖严罚中凝神
聚心。

实施汇智工程，优发展之基。
坚持以“人才指数”赋能“发展指
数”，紧盯产业链布局人才链，打造
全链条人才生态，全面激发政策引
力、人才动力、产业活力、市场潜
力。人才金政释放“新动能”。以人
才节北海专场活动为契机，举办北
海“未来有您”人才招引大会，现场

颁布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精准有效
的《人才新政20条》，当场兑现人才
奖励补助资金410余万元，引起强
烈反响。今年已累计兑现各类人才
奖励扶持资金800余万元，以政策
红利激发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力。服务至上构筑“心港湾”。采取
建设人才公寓、给予购房补贴、支持
用人单位自建等多项措施保障人才
住房需求，全力打造高标准拎包入
住人才公寓500余套，擦亮了北海

“筑巢引凤”特色品牌。加强政策、
项目、融资、培训等全方位支持，用
好“渔樵茶事”人才会客厅和高层
次人才展厅，强化人才交流和成果
推介。建立人才问题常态化解决
机制，持续破解人才安家、医疗、教
育、生活等“关键小事”，让在北海
创新创业的各层次人才更有成就
感、获得感、归属感，搭建一流新平
台、招引一流新产业、塑造一流新
环境，点燃智慧引擎，实现初心梦
想。

实施强基工程，固发展之本。
围绕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聚焦“规范、提升”，

抓好机关党建强动力。以党支部
评星定级为抓手，高标定位、系统
推进，在树牢党建主体责任意识、
在“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在严
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等方面着力
实施“七抓七提”，扎实推进机关党
组织规范化建设。聚焦“融合、发
展”，抓实非公党建激活力。开展

“全面‘清底’、集中‘清账’、正本
‘清源’”“三清行动”，常态化实现
全区非公企业党建“两个覆盖”。
抓实非公企业融入式党建，全面开
展“一企一品”非公企业党建品牌
创建活动，重点打造滨华新材料

“红色催化剂”、创新炭材料“红色
车间”、永利盐业“蓝海红帆”等一
批“党建强、发展强”双强型党组
织，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聚
焦“服务、高效”，抓深项目党建提
效力。坚持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
插在工地上、党员冲在一线上，持
续深化项目党建工作，健全联席会
议、责任清单、问题直通、先锋引领
四项机制，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项目快速高
效建设的发展优势。

铸魂 赋能 聚心 汇智 固本

北海实施“五项工程”
推动干部队伍建设重塑性变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邱
芹 通讯员 樊福军 报道）“大海呀
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
浪涌……”11月 23日，伴随着脍
炙人口的《大海呀故乡》歌声，记
者跟随北海经济开发区重点项目
现场观摩团一行，来到该区海洋
渔业生态产业园的岔尖一级渔
港，碧海、蓝天、码头、渔船一映眼
帘。记者了解到，该渔港可容纳
渔船600余艘，这里将逐步打开
滨州人从背向大海到面向大海的
看海、游海的踏浪逐梦之路。

据介绍，岔尖渔港一期建设
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渔
港码头岸线472米；港池及航道
疏浚，疏浚总方量221万立方米；
防沙堤2道，长度265米，现已完
成项目建设，结束了北海“有船无
港”的历史，成为提振发展渔港经
济的重要基础。

北海经济开发区大力实施文
旅工程，在渔港区布局规划游艇
码头、人工沙滩、滨海游乐场、特
色民宿等滨海旅游项目。

北海渔港游艇码头项目目前
已完成打桩，可容纳大小游艇80
艘，是鲁北地区第一个专业化游
艇码头。占地500亩，包含人工
沙滩、滨海游乐场、特色民宿的滨
海旅游综合体项目正在加紧规划
设计。不久的将来，这一看海游
海的踏浪平台将成为游客的热门

“打卡地”。

近年来，滨海旅游迎来了迅
速发展，并成为新的旅游消费热
点。北海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
委会聚焦打造一站式海滨度假乐
园定位，正在规划建设一个高端
的北海新区渔港主题乐园。该主
题乐园主要建设三港一带，即渔
业港、娱乐港、愉快港和滨海观光
带。

渔业港：位于游艇码头处，占
地面积80亩，主要为轮船靠港驿
站，主营生态海鲜城、垂钓俱乐
部、游艇俱乐部、渔具配件市场、
游客中心、温室花展、美食节等。

娱乐港：位于渔港南侧，占地
面积500亩，主营各类海港娱乐
类活动，包括梦幻乐园、沙滩、民
宿、汽车营地、停车场、海洋文化
广场、婚庆中心、贝壳园等。

愉快港：位于渔港西侧园区
内，占地面积36亩，集中打造特
色船屋酒店、静谧垂钓体验、养生
spa类体验项目。

一带（滨海观光步道）：沿渔
港码头周围，全长2371米，将举
办开渔文化节、灯光节等活动，并
打造海鲜一条街、渔船码头等网
红景点。

项目建成后，一个“公园+民
宿+乐园”多业态组合精品度假综
合体将呈现在市民面前，并将成
为北海经济开发区渔港经济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海岔尖渔港一期
建设完工
将开启滨州人看海、游海踏浪逐梦之旅

去岔尖吃海鲜！这是好多人心
心念念的滨州味道。

您可知，为了滨州海产事业，有
个博士带着团队就吃住在海边。

这个博士叫陈锚，毕业于中山
大学，是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他曾筹划、主持“科海一号”

“海兴农2号”等对虾新品种选育工
作，还曾出国3年，赴南美研究生态
养殖。应汇泰集团诚邀，他出任渤
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团队负责
人。成果之一，就是“广泰一号”南
美白对虾苗种。

这个虾苗不简单！
它打破了国外对水产苗种的垄

断，占据环渤海地区70%的市场份
额，成为国内著名品牌商标。已经
是第4年出口日本，并即将摆上北
京冬奥会的餐桌！

日前，在接受大众日报采访时，
陈锚介绍，他所在的渤海水产股份有
限公司年供应对虾约1万吨，以“公
司+渔户”模式推广盐田虾标准化生
态养殖，直接带动渔民700多户增
收，渔民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

为啥选择到滨州创业？
陈锚认为，渤海水产的生态养

殖、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思路明确，
重视科研，他决定试试，结果就留在
了海边，和渔民同吃同住，同事、渔
民喊他：“锚博士”。

一个博士北海唱大风，是不是
屈才了？

“不，不。”陈锚说，中国对虾养
殖面积、消费量居世界第一，但虾苗
要靠进口。

价格打了折——有了“广泰1
号”自主知识产权，就让虾苗成本比
进口虾苗降低了一半；

更有“滨州味”——这是我国自
主选育的首个适应北方高盐度海水
的种虾资源，养殖成活率比普通虾
苗高20%以上。

用专业概念来说，“锚博士”的
工作，就是将南美白对虾基因图谱
破译理论成果成功应用到虾苗选育
中。

基因破译，有没有点“对虾
007”的意思？

近3年，陈锚申请相关发明专
利已获授权12项，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16项，作为第一起草人起草《滨

州盐田虾养殖技术规程》《南美白对
虾苗种盐化培育技术规程》等国家
团体标准两项，主持建起国家级科
研平台1个，建起省级科研平台2
个。

现在，渤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的近20万亩盐田虾采取“人放天
养”生态养殖模式，是国内对虾养殖
企业中唯一获得世界养殖黄金认证
——ASC认证的公司。

“锚博士”的故事，是北海经济
开发区实施品牌工程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北海利用20万亩天然
渔场资源优势，以渤海水产、海缘养
殖为龙头，培育了“脊岭岛”“鑫涂”

“阔佬”等一系列知名品牌。渤海水

产盐田虾端上“国宴”，并出口到日
本、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上半年创汇近2亿元。

实施示范工程，北海经济开发
区规划建设了占地4700亩的海洋
渔业生态产业园，首批线纹海马试
养成功，海马池塘养殖示范基地建
成投用，年内可生产海马干品3吨，
当年就能占到国内总产量的5%！

依托丰富的滩涂资源，北海经
济开发区还规划建设了投资9.6亿
元的现代海洋产业园区，确定了以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园、海洋渔业生
态产业园、临港产业园三个重点园
中园为重点，构筑以海洋高效渔业、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化工、临港物
流、海洋装备制造为主，一二三产高
度融合，具有北海特色的现代海洋
产业体系，抢占全省海洋发展战略
高地。

在海洋渔业生态产业园主要建
设岔尖渔港、现代高效渔业区、休闲
渔业基地、滨海旅游区等。现代高
效渔业区主要建设100栋工厂化养
殖厂房及配套设施。今年8月，北
海渤海水产种苗繁育中心项目、海
马养殖及育种基地建设项目已签约
落地；休闲渔业基地占地1274亩，
不仅可对工厂化养殖区进行供水，
还可利用大水面池塘进行养殖，发
展休闲渔业，具有蓄水、养殖、休闲
垂钓三重功能，土方、围堰护砌、提
水泵站等已基本完工；滨海旅游区
主要建设游艇码头、人工沙滩、水上
乐园、美食广场等，目前正在规划设
计阶段。

北海有个对虾繁育专家“锚博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樊福军

这个东东叫啥？
常吃海鲜的，自然脱口而出：

“海马！”
你知道滨州北海产这东西

吗？而且产量还不小。
度娘说，海马，是刺鱼目海龙

科暖海生数种小型鱼类的统称，身
长 5～30厘米。因头部弯曲与体
近直角而得名，头呈马头状而与身
体形成一个角，吻呈长管状，口小，
背鳍一个，均为鳍条组成；

这东西有点怪——两眼可以
各自独立活动；

这东西很可爱——行动迟缓，
不善游水，常用尾部勾住珊瑚、海
藻；

要说价值——素有“北方人
参，南方海马”之说，是特色中药品
种。海马富含蛋白质、22种氨基
酸、脂肪酸、甾体和无机元素，具有
增强机体雄激素样生理活性，抗疲
劳、抗衰老、抗血栓，保护脑神经
元，镇静镇痛，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等作用。

再说价格——正因有中药材
属性，全球疫情影响下公共卫生治
理在推进现代化改革，海马的市场
售价堪比黄金。

在北海经济开发区重点项目

现场观摩中，记者得知有好几家公
司在养殖海马。

养海马，北海有啥优势？
那里有30.21公里海岸线、60

万亩浅海渔场、20万亩沿海滩涂，
海马主要饵料中的桡足生物、糠
虾、卤虫资源丰富，是养殖海马的
上佳之地，可大大降低饵料成本，
提高养殖效益。

咱滨州设立了海马研发创新

中心，由张东博士带领的海马研发
团队正在攻坚6个国家级课题、5
项发明专利，突破了海马养殖成活
率低、亲海马繁殖率低和病害发生
率高三大技术瓶颈，使海马养殖效
益提高50%以上，为海马产业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供了技术支
撑。比如，在张东博士及其团队的
定期指导下，海缘公司海马养殖基
地3万立方米养殖池中海马的成活

率从30%提高到了90%。
在张东团队推动下，2019年以

来，海马亲本数量从最初的100对
发展到现在的2000对，苗种繁育
量从最初的10万尾发展到现在的
50万尾，海马池塘养殖示范基地项
目、海马养殖及育种基地建设项目
相继签约落地，海马工厂化繁育、
养殖技术及池塘养殖技术均已试
验成功，预计年内海马干品产量3
吨以上，已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
和基础。

目前，青岛中科乾元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海马繁育养殖加工一体
化项目落户北海，海马工厂化繁
育、养殖技术已试验成功，今年以
来育苗约1.5万尾。同时，这家公
司开展了海马池塘养殖试验，探索
的海马池塘网箱养殖技术已基本
成熟。委托自然资源部海洋三所
开展海马小分子肽、锌、硒等成分
提取技术研究，完成海马酒厂选
址，并开始申报、装修工作。

同时，北海渤海水产种苗繁育
中心项目、海马养殖及育种中心项
目、海马深加工项目已签约落地，
初步打造起集渔业种业、养殖、加
工、交易、冷链物流、海洋生物医药
于一体的对虾、海马全产业链条。

价格堪比黄金！海马产业正在滨州北海隆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樊福军

陈锚博士与渔民快乐收获。（通讯员 高士东 摄影）

北海养殖的海马。（图片来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滨州最靠海的火车站是哪
个？泊港铁路滨州港站、东风港
站！滨州港站延伸至海，东风港站
也是紧邻大海。

11月23日，记者随北海经济
开发区重点项目现场观摩团一行，
乘车驶向泊港铁路东风港站。在
明媚的阳光下，车队一路向海，窗
外是蓝天碧海、渔船码头、无垠盐
田、飞翔海鸟，还有通向远方的铁
轨，这一切都让人心情开阔起来、
明朗起来！

东风港站临近东风港，车站设
货场，并预留北海魏桥铁路专用线
的接轨条件，主要服务滨州北海信
和新材料、汇宏新材料、汇泰集团
等北海大型生产企业。

今年9月8日，滨州泊港铁路
开通运营仪式就在东风港站举
行。那天，车轮飞、汽笛响，47162
号列车满载2200吨氧化铝，从这
个火车站驶出，发往青海的双寨
站。这列火车发出意义很大，标志
着纵贯滨州市南北的铁路大动脉
正式通车运营。

整体来看，泊港铁路二期工程
自沾化区泊头镇站接轨，途经沾化
区、无棣县、北海经济开发区。设

计为地方铁路I级，单线，内燃机牵
引，预留电气化条件，设计运行速
度120km/h，牵引质量达4000t，
设计运量近期为1000万吨，远期
为2200万吨。

全线新建正线线路总长65.32
公里，改建滨沾线1.7公里，新建泊
头镇站、李家站、东风港站、滨州港
站4个车站，目前只有东风港站办
理营运业务。北海段全长19.4公
里，投资约7.93亿元。

修建这条铁路，是滨州市实
现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降低
沿线企业物流成本的迫切需要，
对促进滨州港集疏运能力提升及
加快北部沿线区域开发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全线连通后，它将北
连黄大铁路，中连德大铁路，南接
博小铁路、淄东铁路、胶济铁路，
连线成片接入全国路网。该线作
为纵贯山东北部沿海的一条重要
铁路支线，将进一步完善山东省
及环渤海地区的路网格局，有力
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推
动滨州快速发展开辟新通道、注
入新动能。

一路向北，咱们沿着铁路去看
海！

新闻特写

滨州建起
可以看海的火车站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李前军 通讯员 樊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