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军 任宵
李默 通讯员 王青 樊福军 王树成 报道）因
集聚产业而生，以产业聚集而发展壮大。4
月29日，北海经济开发区举行集中签约仪
式，通过“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
围绕化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基础设
施配套等行业领域进一步延链、增链、补链。

签约项目将在北海六条主
导产业链上延链、增链、补链

本次共有1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87.51亿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项目1个、
中国500强企业项目1个。这10个签约项
目涵盖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基
础设施配套等多个行业领域，部分项目技
术水平在全国和行业领域处于领军水平。

此次签约的10个项目分别是山东省
渤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电
子化学品项目，山东载玉新材料氟系列产
品项目，浙江运达海上风电并网适应性检
测中心项目，中海油滨州天然气管道建设
工程北海分输站项目，远景智慧共享储能
电站示范项目，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能源化学品项目，汇创（山东）新能源有
限公司动力锂电池溶剂项目，裕能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5万吨电子级NMP改扩建项
目，淄博恒亿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四
丁基脲项目，腾旭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2
万吨/年差别化、功能性高档聚酯切片项
目。

一系列项目的集中签约落地，将快速
诞生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进一步助推北
海铝基新材料、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新
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海洋和湿电子化学品
六条主导产业链延链、增链、补链，丰富北
海产业体系。

北海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张博表示，北海将牢固树立“让企业
和企业家舒服”的理念，坚持“无事不扰，有
求必应”，当好金牌“店小二”，提供最优惠
的政策、最便捷的服务、最优良的环境，全
力为项目建设、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同
时，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尽
快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推进项目早开
工、早建成、早见效，让双方合作尽快结出
丰硕果实。

化工新材料配套工程将支
持推动北海高端化工产业进一
步做强

渤中19-6凝析气田储备有丰富的油
气资源，将有效替代煤炭消费，推动我市乃
至山东能源结构多元化、清洁化，为我市打
造世界级高端化工产业基地提供强力资源
保障。

本次签约的渤中海油滨州天然气管道
建设工程北海分输站项目属于北海化工新
材料配套工程，作为“渤中19-6凝析气田
Ⅰ期开发工程”滨州终端配套工程，分输站
是滨州终端干气产品外输的唯一通道。

项目由中海油气电集团与滨州渤中能
源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
计划在滨州临港化工产业园西侧建设1座
天然气输送首站场，总投资2亿元，接收渤

中19-6凝析气田I期开发项目处理终端的
天然气产品，向下游管道分输，与国家管网
互联互通。项目的建成运营，将形成天然
气登陆、净化、分输一体化运转，极大地降
低工商业用气和居民用气价格，为北海经
济开发区高端化工产业提供强力资源支
撑。项目投产后，年均将实现营业收入1.9
亿元，年均增值税1289万元。

山东省渤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然
气制电子化学品项目，是由滨州市公用事
业集团有限公司、滨州裕能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滨化投资有限公司和滨州北海国有资
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围绕渤中19-6凝析
气田天然气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共同谋划
建设的省重点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127
亿元，主要建设天然气制30万吨电子化学
品及36万吨可降解生物材料项目。项目
分两期实施，一期项目为年产10万吨电子
化学品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项目建成
后，进一步延伸和丰富北海经济开发区电

子化学品产业链，可实现总产值33亿元，
税收5亿元，利润8亿元。

支柱产业围绕链主项目延
伸产业链，实现由“规模经营”向
“价值经营”转变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化学
品项目，总投资16.2亿元，主要建设年产
18万吨顺酐装置、年产10万吨DMC装置
及年产10万吨甲胺装置。该项目是山东
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效利用碳三碳四综
合利用项目富余蒸汽资源和公辅工程，谋
划的建设周期短、投资见效快的环氧丙烷
下游项目，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4
亿元，年利税4亿元以上，有效实现资源综
合利用和效益最大化，进一步丰富滨州临
港化工产业园化工新材料产业链。

据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安

介绍，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投产的碳三碳四
综合利用项目已成为北海经济开发区发展
大型化工、大宗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产业
的龙头项目。

刘洪安表示，滨华新材料作为北海高
端化工园区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将坚定一
体化发展思路，争做北海经济开发区产业
一体化的布局者、推进者和引领者。这次
参加春季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的山东滨华新
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化学品项目，正是结
合公司实际作出的产业链延伸和配套。未
来，滨华还将依托北海风、光、绿电、绿氢等
能源资源优势，超前谋划二期项目，围绕凝
析油、凝析气高效综合利用，结合公司碳三
碳四、液氨、芳烃等产品，最大限度地发挥
集群化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
群，吸引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北海。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布局，
将吸纳风电产业及风电上下游
产业链企业入驻北海

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智慧共享储能电
站项目，由远景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滨州远凌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远景
集团拥有全球前五的智能电池企业。该项
目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对于推广储能技术，推进新能源产业
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北海的发展能起
到能源项目落地引领和带动作用，也是贯
彻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落实“节能减排”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

北海海上风电并网适应性检测中心项
目是省重点双招双引项目，重点推进国内
海上风电机组科技创新，为国家电网在

“3060”碳中和碳达峰期间提供基础数据，
单机最大检测总量10MW，项目最大检测
容量300MW，并按照总容量的20%建设
储能装置。

据了解，该项目是北海经济开发区抢
抓国家布局新能源战略机遇，抢占海上风
电产业发展技术制高点的一项重大举措，
建成后将发挥“梧桐引凤”作用，迅速吸纳
风电产业及风电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入驻北
海，有利于促进北海风电装备产业发展，为
下一步加快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新城”
奠定基础。

北海经济开发区“产业链招商”见实效
春季集中签约10个项目，围绕化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配套等行

业领域进一步延链、增链、补链

北海经济开发区2022年春季10个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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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呵护 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青

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2014年12月20日，一堂生动的中华文
化“公开课”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举行。

在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总书记
来到这里，应邀参加师生们的“中华传统文
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

“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
者、忠实学习者。”习近平总书记分享起自己
的学习经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到现在，一
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
有益。读小学时，就看了《水浒传》和《三国演
义》。后来做了七年农民，也一直在学习、在
积累。至今，只要有闲暇，推开中华文化宝库
的大门，仍是“一书在手，其乐无穷”。

身教胜于言传。亲身经历、切身体悟的
亲切交流，总是让青年人深受启迪。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
京大学同师生座谈。博士研究生秦冲说到，
自己打算毕业后先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再
回国从事新药品的研发。

总书记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面临出
国、工作的选择，但最终“想做点儿事”的想
法让他选择留在了国内，要为国家和人民做
事，“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
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语重心长的话语，让秦冲深有感触。后
来，他回到中国海洋大学从事抗肿瘤药物的
研发。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
用来回忆的。”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同青年朋友
谈及自己的成长故事，激励青年奋斗逐梦。

论修身，总书记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
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引导青年养成正
确的价值取向。

谈学习，总书记回忆上山放羊、抽空看
书的知青岁月，强调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
金时期，应该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
本领成就的观念。

讲健体，总书记介绍自己的体育爱好，
勉励青年人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
搞得棒棒的。

看天下，总书记希望各国青年用欣赏、
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添砖献瓦……

从坚定信仰到树立信心，从为人修身到
求学择业，从身心健康到创新奋斗……习近
平总书记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特
点和规律，用青年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
指引他们迈好人生的每一步。

2022年4月21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正式发布，客观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青年发展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2018年7月2日，北京中南海，习近平

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

此前几天，共青团十八大闭幕。习近平
总书记对大会取得成功、对当选的团中央新
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同时语重心长地
说，“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你们
带头学理论、强信念，讲政治、严自律，促改
革、抓落实，改作风、守规矩，把新时代共青
团的好形象树起来”。

青年者，常为新；青年工作，也须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青年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
位置，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动青年工作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
脉，面向的是未来”；

“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
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
作”；

“做团的工作，要牢记‘自古英雄出少年
’的道理”；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始终
保持先进性”；

“坚持以青年为本，着力增进对青年的
感情，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
从战略地位到目标任务，从职责使命到

路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提出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
党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等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党
的青年群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召开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拉
开了共青团深化改革的大幕。《共青团中央
改革方案》《全国青联改革方案》《学联学生
会组织改革方案》《中央团校改革方案》等相
继印发，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共
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制
定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发布，
明确党管青年原则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从
顶层设计层面对青年发展作出了战略擘画。

沿着党中央对青年工作指引的道路，各
级团组织和团干部的政治站位、政治能力明
显提升，为党担当尽责、扛事分忧的自觉性
持续增强。服务青年工作机制优化，千方百
计为青年排忧解难，广泛组织动员青年建功
新时代。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基
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

初步形成。

梦想召唤 不懈奋斗
——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

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2022年4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二层
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青春气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切会见受表彰
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代
表、突出贡献个人和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看到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习
近平总书记微笑着说：“咱们第一次见面是
在8年前，2014年索契冬奥会。”

“是的，总书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
和鼓励。”武大靖激动地回答。

“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不经
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冬奥开
幕前夕，总书记这样鼓励武大靖和他的队友
们。

同小球员撞肩，祝女排队员凯旋，给冬
奥健儿回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支持
下，中国青年在体育竞技场上拼搏奋进。

决胜，岂止在赛场。青春，昂扬在海天。
2021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亲切通话。当时，为这场“天地对话”保驾
护航的航天科技人员许多是“80 后”“90
后”，让人们看到了青年一代的蓬勃力量。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想起这一细节：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三四十岁，但都是重要
岗位的担当者。”

“墨子”“天问”“嫦娥”，这些寄托着民族
复兴梦想的事业中，处处可见青年科技人才
的身影——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
龄36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
天眼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

“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
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
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鼓励下，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豪情满怀，经得起风雨、受得住磨
砺、扛得住摔打，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
歌猛进的亮丽风景。

2021年7月21日，正在西藏考察调研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嘎拉村。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90后”大学生村官
黄海芬见到总书记，激动得心怦怦跳。这名
潮汕女孩在广东上大学毕业后，放弃白领工
作，怀揣梦想奔赴雪域高原。

“将来留在这里吗？”习近平总书记问。
“留下！安家啦，爱人在隔壁村，也是一

起来西藏的。”黄海芬腼腆地笑了。
“从沿海到高原，这里需要人啊，你在这

边好好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她。
殷殷话语，如春风拂过心田。黄海芬努

力点头，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
从脱贫攻坚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热土，

无数青年挺身而出，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
融入党和国家的“大蓝图”，把汗水挥洒在祖
国大地上，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

祖国西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望无
际。

每天上午10点，“90后”杨兴准时来到
采油作业区。他打开记录本，紧盯机器，“磕
头机”有节奏地上下摆动，“吱呀吱呀”，宛如
青春之歌的韵脚。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020年，杨兴和110多名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毅然选择奔赴
新疆基层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给他们回信，支持同学们
的人生选择，并勉励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
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
人民多作贡献”。

言简意深，纸短情长。中国有梦，青春无悔。
“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

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到基层
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
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河北保定学院西
部支教毕业生等都收到总书记这样嘱托殷
殷的回信。

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把
边疆和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在磨砺中见风

雨、长才干、壮筋骨，书写着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的关
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9年
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寄语希望工程，强调进入新时代，共青团
要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
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深化改革开

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
用。”习近平总书记为共青团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
力点指明方向。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推选活动……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共青团广泛选树优秀青年典型，
用榜样力量激励青年奋发成才；“振兴杯”全
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围绕创新创业，在共青团搭
台助力下，广大青年在强国之路上尽显青春
风采；在抗疫一线组织青年突击队，在脱贫
攻坚战场发挥生力军作用……广大青年在
新时代的广袤天地贡献智慧力量。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2021年7月1日，党的生日，青春飞扬。
回溯百年，南湖之畔、风雨如磐，一群风

华正茂的青年人于一叶红船中开启引领中
国的世纪远航。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如今，红旗漫卷、征途如虹，在被装点成

“巍巍巨轮”的天安门广场，习近平总书记发
出赢得未来的时代强音——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黄
玥、董博婷、张研）(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9JqxmcEiPdoFfRbgUB77SA（ 提 取 码 ：
ueim）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途
径：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山东创丰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内）安环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厂界周围5.0km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附
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keywords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通过电
话（魏主任：18860541077）、信件或E-Mail
（fj@sdcxjt.com）向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
行意见表述，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成书面文字送
至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
中，公众均可向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提
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信息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2年4月26日

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5万吨/年废旧铝合金资源综合利用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