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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成就②

从 严 从 实 检 视 问 题
———三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开展好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关键是要从严从实
检视问题。 有的放矢事易成，问题
是今后工作着力点、 也是突破口，
有问题不可怕，怕的是不能认真检
视问题、真心解决问题。 思想上避
重就轻、避实就虚，行动上失焦散
光、“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都
与主题教育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坚
决杜绝。 只有把问题找实、根源挖
深、差距找准，明确努力方向和改
进措施，才能有效达到“祛病疗伤、
激浊扬清”的目的。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要广泛听
取意见。 只有敢于听真话，才能检
视真问题， 做到真反思和真改进。
要广开言路、畅通渠道，结合调查
研究，通过个别访谈、座谈交流等
方式， 把问题原汁原味收集起来，
真心诚意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基层
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 要把“问政
烟台”“民生服务热线”“网上民

声”等平台用好用活，结合巡视巡
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督导督察、
审计检查、信访举报、舆情反映等渠
道发现的问题， 主动认领、 对号入
座，为整改落实奠定坚实基础。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 要认真对
照检查。 检视问题不能 “自由发
挥”， 需要严格对表对标、 精准查
找。 要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和岗位职
责，重点做到“六对照、六查找”。要
强化“三重”工作“10+1”推进机
制，深入开展“五比”大竞赛大比武
活动， 对本部门单位的工作实效和
党员干部的精气神进行一次全面体
检，问诊把脉、开出药方。 要引导党
员干部主动对标“四个一流”要求，
时刻保持敢为人先、 争创一流的心
态，在对照检查中追赶先进、超越自
我，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 要深刻总
结反思。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检视反思、

躬身自省，是发现并纠正错误、锤炼
和增强党性的重要方法， 也是我们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 要联系本部
门单位发生的重大事件、 典型案件
和信访积案，集体讨论、共同查找、
深刻剖析， 建立起具体实在的问题
清单。要结合问题实际，提出方向目
标、 整改举措， 让主题教育取得实
效， 使思想和行动跟得上上级要求
和开发区发展需要。

检视问题过程中， 应抱着剖析
自己不怕严、吸纳意见不怕刺、亮出
问题不怕丑、 触及思想不怕痛的心
态，严防大而化之、以旧带新、“甩
锅”下级等现象发生。 从严从实检
视问题，深刻反思、找准差距，才能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状态，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 积极投身全区高质
量发展新时代征程， 在建设烟台市
现代化经济中心中建功立业。

项目建设战犹酣
金 秋 十

月， 烟台爱迪
特自动化生产
线项目建设现
场，塔吊林立，
工人们奋战犹
酣， 与全区众
多新开工、续
建项目一同，
为山东自贸试
验区烟台片区
的发展增添新
动能。

记 者 邱晰
通讯员 兆璐

政策利好叠加 引资效应凸显

韩资企业密集落户
□特约记者 王聪 通讯员 洪鹏

本报讯 “今年以来，得益于中韩产业园
和自贸区的双重利好，开发区 1—9 月新落户韩
资企业 21 家，同比增长 320%。 其中，自贸区获
批以来新落户韩资企业 7 家，政策效应凸显。 ”
日前， 在自贸区烟台片区政策宣讲会上， 中韩
（烟台） 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

开发区内叠加中韩产业园和自贸区两大国
家级园区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唯一一例。前
期，为高标准建设中韩（烟台）产业园，探索更
多自贸区创新案例，我区提出“高标准建设中
韩产业园，创新两国双园合作模式”的工作要
求，重点探索建立中韩合作发展机制，推动产业
互动、人文相容、贸易融通、监管互认、信息互
换。 全方位加强对韩合作，每月至少赴韩招商 1
次，举办“百家韩企烟台行”“中韩（烟台）产
业园管委会招商推介会”“自贸区政策宣讲
会”等 20 余场活动，引进全市首个韩国国家级
科技共建项目，SK 化工等多个重点项目正在加
快推进。

下步， 我区将充分发挥中韩产业园与自贸
区“双平台”叠加优势，突出中韩合作特色，建
设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搭建两国企业双向
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动流程再造，
开展跨境审批业务，拓展商事服务功能，在韩国
受理、初审企业登记注册有关材料，并代为办理
相关手续， 让韩商不出国门即可获得中国市场
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教育惠民溢满幸福感
编者按：

大爱在心，民生为重。 今年以来，工委管委
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教育医疗、交通出行、供水
取暖、文化休闲、扶贫振兴等服务实事，持续加
大财政投入，强化调度推进，各项民生事业取得
积极进展，获得群众广泛好评。

即日起，本报推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系列
综合报道，通过记者的一线采访与观察，集中反
映工委管委的民生情怀， 充分展现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期刊发教育篇。

自贸烟台片区交出“满月”答卷
□记者 刘少宁 通讯员 谭颖

企业注册井喷式增长、 招商引资捷
报频传、金融机构抢滩登陆、创新举措纷
纷落地、 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山东自
贸试验区烟台片区挂牌运行一个月来，
我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先进，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交上了一份靓丽的
成绩单。

优化环境 打造核心优势

创一流营商环境，激发自贸区发展
新动能。

9 月 2 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烟台片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动
运行， 新设立自贸区企业服务专区，集
中办理企业注册登记、 行业经营许可、
项目立项备案等 6 大类涉企业务。 当日

新注册登记企业 81 家， 比启动前日均
办件量增长 3 倍，目前已新办理企业近
400 户。 同步配套出台《关于促进自贸
区建设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的 20 条意
见》， 推出企业开办 “集成式” 服务、
“证照同办、多证联办”、推广应用电子
营业执照、探索跨国（境）审批服务等
多项政务服务提速内容， 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政策利好持续释放， 发布七大方面
50 项创新举措，突出中日韩区域合作、
海洋经济等自身特色，为企业发展提供

重大机遇。 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对外贸易、科技创新四大方面推出
60 条“高含金量”优惠政策，初步梳理
确定 16 个创新事项，推行“拿地即开
工”，通过预审的项目，从取得用地批
准文件到获取建筑许可不超过 10 个工
作日。

聚焦定位 “招引”成果丰硕

“烟台片区要聚焦一个目标、 把握
五个定位、抓好八大任务，形成强大合

力，确保走在前列。 ”8 月 31 日上午，在
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建设动员大
会上，市委主要领导提出明确要求。 当
天，首批 26 个产业项目、贸易总部、金
融机构、 科创平台集中签约入驻，12 个
新动能项目集中开工。

仅仅数日后，烟台片区迎来首个世
界 500 强项目———华润化学材料 40 万
吨尼龙智能化产业升级项目， 总投资 4
亿美元，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约 70
亿元，利税约 5 亿元。 新引进中韩科创
孵化合作基地项目，搭建起中韩科技交
流、成果转让、合作研发新平台。 韩国 5
家电商企业与中韩跨境电商产业园签
订项目合作协议，拓展烟台及带动胶东
半岛国际跨境电商产业。

（下转第三版）

从 严 从 实 检 视 问 题
———三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开展好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关键是要从严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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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政策利好持续释放， 发布七大方面
50 项创新举措，突出中日韩区域合作、
海洋经济等自身特色，为企业发展提供

重大机遇。 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对外贸易、科技创新四大方面推出
60 条“高含金量”优惠政策，初步梳理
确定 16 个创新事项，推行“拿地即开
工”，通过预审的项目，从取得用地批
准文件到获取建筑许可不超过 10 个工
作日。

聚焦定位 “招引”成果丰硕

“烟台片区要聚焦一个目标、 把握
五个定位、抓好八大任务，形成强大合

力，确保走在前列。 ”8 月 31 日上午，在
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建设动员大
会上，市委主要领导提出明确要求。 当
天，首批 26 个产业项目、贸易总部、金
融机构、 科创平台集中签约入驻，12 个
新动能项目集中开工。

仅仅数日后，烟台片区迎来首个世
界 500 强项目———华润化学材料 40 万
吨尼龙智能化产业升级项目， 总投资 4
亿美元，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约 70
亿元，利税约 5 亿元。 新引进中韩科创
孵化合作基地项目，搭建起中韩科技交
流、成果转让、合作研发新平台。 韩国 5
家电商企业与中韩跨境电商产业园签
订项目合作协议，拓展烟台及带动胶东
半岛国际跨境电商产业。

（下转第三版）

从 严 从 实 检 视 问 题
———三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开展好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关键是要从严从实
检视问题。 有的放矢事易成，问题
是今后工作着力点、 也是突破口，
有问题不可怕，怕的是不能认真检
视问题、真心解决问题。 思想上避
重就轻、避实就虚，行动上失焦散
光、“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都
与主题教育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坚
决杜绝。 只有把问题找实、根源挖
深、差距找准，明确努力方向和改
进措施，才能有效达到“祛病疗伤、
激浊扬清”的目的。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要广泛听
取意见。 只有敢于听真话，才能检
视真问题， 做到真反思和真改进。
要广开言路、畅通渠道，结合调查
研究，通过个别访谈、座谈交流等
方式， 把问题原汁原味收集起来，
真心诚意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基层
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 要把“问政
烟台”“民生服务热线”“网上民

声”等平台用好用活，结合巡视巡
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督导督察、
审计检查、信访举报、舆情反映等渠
道发现的问题， 主动认领、 对号入
座，为整改落实奠定坚实基础。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 要认真对
照检查。 检视问题不能 “自由发
挥”， 需要严格对表对标、 精准查
找。 要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和岗位职
责，重点做到“六对照、六查找”。要
强化“三重”工作“10+1”推进机
制，深入开展“五比”大竞赛大比武
活动， 对本部门单位的工作实效和
党员干部的精气神进行一次全面体
检，问诊把脉、开出药方。 要引导党
员干部主动对标“四个一流”要求，
时刻保持敢为人先、 争创一流的心
态，在对照检查中追赶先进、超越自
我，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 要深刻总
结反思。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检视反思、

躬身自省，是发现并纠正错误、锤炼
和增强党性的重要方法， 也是我们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 要联系本部
门单位发生的重大事件、 典型案件
和信访积案，集体讨论、共同查找、
深刻剖析， 建立起具体实在的问题
清单。要结合问题实际，提出方向目
标、 整改举措， 让主题教育取得实
效， 使思想和行动跟得上上级要求
和开发区发展需要。

检视问题过程中， 应抱着剖析
自己不怕严、吸纳意见不怕刺、亮出
问题不怕丑、 触及思想不怕痛的心
态，严防大而化之、以旧带新、“甩
锅”下级等现象发生。 从严从实检
视问题，深刻反思、找准差距，才能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状态，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 积极投身全区高质
量发展新时代征程， 在建设烟台市
现代化经济中心中建功立业。

项目建设战犹酣
金 秋 十

月， 烟台爱迪
特自动化生产
线项目建设现
场，塔吊林立，
工人们奋战犹
酣， 与全区众
多新开工、续
建项目一同，
为山东自贸试
验区烟台片区
的发展增添新
动能。

记 者 邱晰
通讯员 兆璐

政策利好叠加 引资效应凸显

韩资企业密集落户
□特约记者 王聪 通讯员 洪鹏

本报讯 “今年以来，得益于中韩产业园
和自贸区的双重利好，开发区 1—9 月新落户韩
资企业 21 家，同比增长 320%。 其中，自贸区获
批以来新落户韩资企业 7 家，政策效应凸显。 ”
日前， 在自贸区烟台片区政策宣讲会上， 中韩
（烟台） 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

开发区内叠加中韩产业园和自贸区两大国
家级园区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唯一一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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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惠民溢满幸福感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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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烟台片区交出“满月”答卷
□记者 刘少宁 通讯员 谭颖

企业注册井喷式增长、 招商引资捷
报频传、金融机构抢滩登陆、创新举措纷
纷落地、 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山东自
贸试验区烟台片区挂牌运行一个月来，
我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先进，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交上了一份靓丽的
成绩单。

优化环境 打造核心优势

创一流营商环境，激发自贸区发展
新动能。

9 月 2 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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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探索跨国（境）审批服务等
多项政务服务提速内容， 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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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项创新举措，突出中日韩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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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外贸易、科技创新四大方面推出
60 条“高含金量”优惠政策，初步梳理
确定 16 个创新事项，推行“拿地即开
工”，通过预审的项目，从取得用地批
准文件到获取建筑许可不超过 10 个工
作日。

聚焦定位 “招引”成果丰硕

“烟台片区要聚焦一个目标、 把握
五个定位、抓好八大任务，形成强大合

力，确保走在前列。 ”8 月 31 日上午，在
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建设动员大
会上，市委主要领导提出明确要求。 当
天，首批 26 个产业项目、贸易总部、金
融机构、 科创平台集中签约入驻，12 个
新动能项目集中开工。

仅仅数日后，烟台片区迎来首个世
界 500 强项目———华润化学材料 40 万
吨尼龙智能化产业升级项目， 总投资 4
亿美元，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约 70
亿元，利税约 5 亿元。 新引进中韩科创
孵化合作基地项目，搭建起中韩科技交
流、成果转让、合作研发新平台。 韩国 5
家电商企业与中韩跨境电商产业园签
订项目合作协议，拓展烟台及带动胶东
半岛国际跨境电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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