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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四版

□记者 邱晰 通讯员 王加利

本报讯 8月7日上午，烟台业达人
才发展联盟在烟台城市党建学院召开
成立大会，会议推选产生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监事会。区工委委员、党群工作
部部长于复晓出席会议，并为联盟揭
牌，管委副主任陈军主持会议。

烟台业达人才发展联盟以区内高
层次人才为主体，吸纳知名人才型企
业、诚信人力资源、金融、保险、法律等
服务机构参加，结合全区产业发展方
向，设立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和特色发展委员会等5个
专门委员会，吸纳首批会员百余名。

联盟秉持“跨界融合、探索创新、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宗旨，团结凝聚各类
高层次人才、人才型企业、人才服务机
构，构建政府引导、人才推动、社会参与
的公益性、自发性交流平台，服务发展、
服务产业、服务人才、服务民生，努力打
造最优人才生态环境。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我区
始终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第
一动力。近年来，持续完善“人才培养、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全链
条创新服务体系，规划启动了八角湾中
央创新区、海洋经济创新区两大创新区
建设，环磁山国际科研走廊、环东岛国
际科教走廊集聚效应凸显，在省内率先
成立国际人才集团，为人才引进落地发
展创造了优良环境、提供了广阔空间。

本次成立大会上，人才集团发布了高层次人才“十全服务”举
措流程，全方位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合作
院士20多人，累计培育引进国家级专家100多人，省泰山系列
人才70多人，市“双百计划”70多人。

成立大会召开后，人才联盟聚焦人才、科技企业关注热
点，举办了“八角湾自贸大讲堂第一期人才讲堂”，邀请山东省
知识产权研究院首席专家、烟台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宋红松教授为广大会员作“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与防范”专题讲
座。与会人员结合公司发展实际同教授深入互动交流，有效
提升了人才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风险防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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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晓雅
通讯员 李晨鸣

本报讯 区统计部门最新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
非常“疫”时，我区深入做好“六
稳”落实“六保”，精准施策承压
攻坚，地区生产总值从一季度下
滑 5.5%到半年期全面“扭负转
正”，全区经济运行稳健向上划
出漂亮“V”型上扬曲线。上半
年 ，全 区 实 现 GDP 同 比 增 长
2.1%，增速分别高于省市 2.3 和
1.7个百分点，生产总值、固定资
产等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市前
列，凸显全区强劲经济韧性和巨
大发展潜力。

工业是经济的“压舱石”，工
业稳则经济稳、全区稳。统计显
示，规上工业企业率先释放产业
动能，从今年4月起即实现1%的
正增长。截至6月，全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分别高
于全市和全省 1.8 个和 3.6 个百
分点。

在胜地汽车零部件公司车
间，数码机床车屑飞溅，全自动
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受
益管委系列保障政策和畅通外
贸企业转内销举措，公司产销不
降反增，订单生产已经排到了10
月份。”公司生产负责人说，“根
据海内外市场需求，公司及时调
整了产品销售结构，上半年内外
销同比增长超过20%，有效抵消
海外市场不振影响。”不只是胜

地，全区一批先进制造龙头骨干
企业均实现逆势增长，显现出强
大抗压上行发展动力。上半年，
睿创微纳实现产值翻番增长，艾
迪精密实现增长30%以上，东岳
汽车新车型昂科威 S 和艾维亚
实现量产。

紧跟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快速崛起表现抢眼。化
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作为我区最
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日益成
为拉动全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
量。其中，化工产业龙头万华化
学上半年市值突破 2000 亿元，
列居全省A股上市企业首位，引
领带动全区化工新材料迈向国
际化产业集群；以荣昌、东诚为
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订单饱满，
其中，东诚药业产值增速高达
45%。

“工业生产整体快速回升好
转，得益于我区惠企扶企精准施
策的叠加助力。”区经发科创局
负责人说，疫情发生后，我区第
一时间制定实施保障企业开复
工七条举措、帮扶企业八项措
施、扩大信贷十条意见、服务外
企八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累计为
企业降本减负 30 多亿元，有力
促进企业快速复工达产。

工业回暖传导拽动全区新
型业态加速升温。上半年，现代
服务业京东“业达优品馆”首批
上线15家店铺，“618”网上零售
额突破 1200 万元。大宗商品、
跨境电商、贸易型总部等外贸新

业态累计注册100多家，拉动进
出口115亿元，占外贸总额1/5。

项目“主引擎”蓄势强劲新
动能，重大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
齐头并进。我区积极完善“要素
跟着项目走”滚动接续机制，早
在年初就筛选确定 300 多个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总投资达到
2500多亿元，其中投资过5亿元
项目91个，省级重大项目34个、
总投资828亿元，市级重点项目
28个、总投资近500亿元。上半
年，全区86个项目开复工，其中
续建项目 60 个、新开工项目 26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分别高于全市和全省 8.9
个和 8.7 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
市第一。

双招双引聚力“云智慧”，自
贸“三区三园”虹吸效应加速释
放。上半年，全区共计引进三类
500强项目12个、过10亿元项目
17个，投资100亿元的中集经略
海洋项目将建成亚洲最大海洋
牧场，50亿元的香港华润智慧城
市、世界500强SK高端化工项目
签约落户。以“三区三园”为核
心，高标准打造自贸区“八大中
心”，首批 9 家科创机构入驻海
洋经济中心，国贸中心启用1个
月落户企业 56 家、实现进出口
115亿元。统计显示，上半年全
区合同利用外资 8.1 亿美元，同
比增长20.5%，总量全市第一；实
际使用外资达到 2.7 亿美元，约
占全市总量1/3。

稳健上划漂亮“V”型曲线
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逆势增长，主要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通讯员 政言
记者 赛家豪

本报讯 8月10日下午，工
委书记、管委主任牟树青带队检
查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实地
察看浩普新材料、中石化西港区
油库安全生产以及化工园区监
察大队、应急救援指挥大厅等场
所，现场检查消防设施管理使用
情况和进出厂区车辆人员登记
流程，就强化全区安全生产和化
工园区管理进行安排部署。区
领导张绍鹏，相关镇街、部门负
责人参加活动。

在检查企业和场所设施期
间，牟树青指出，安全生产是企
业的生命线，一刻也不能放松。
各企业要精准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加
大安全生产投入，提升企业本质
安全度。要加大员工安全培训
力度，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做到
安全规范操作。要进一步完善
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常态化排查
安全生产隐患，做到早发现、早
整改、早消除，举一反三、不留后
患。要加强化工园区监察大队、

森林消防中队等专业队伍建设，
配足配齐人员装备，强化实战应
急演练，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
件能力。要充分发挥化工企业
党建联盟作用，增强党员示范带
动效应，引导企业共建共享、互

相监督、共同提高，最大限度降
低安全隐患。

随后，牟树青在化工园区主
持召开专题会，听取了应急救援
指挥平台建设情况介绍、全区安
全生产工作汇报和化工园区安

全生产工作汇报，安排部署当前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会议指出，
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
区大型企业多、化工企业多、在
建项目多，安全监管任务重、风

险防控压力大。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企业要深入落实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坚决筑牢安全生
产底线，有效遏制安全事故发
生。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难
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要认真落实各级关于安全
生产的系列部署要求，深入推进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
态跟进、及时调整工作方案，聚
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
消防安全等 22 个重点行业领
域，持续开展拉网式大排查，确
保所有问题隐患清仓见底、整改
到位。要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的
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坚持“四
不两直”，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
和问题整改“回头看”，持续巩固
稳定向好的安全生产形势。要
加强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
化高危行业企业汛期安全监管，
抓好船舶避风区、海上养殖区等
重点领域防风暴潮工作，做好极
端天气的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
汛。 （下转第三版）

牟树青带队检查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有效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图为工委书记图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牟树青带队检查浩普新材料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管委主任牟树青带队检查浩普新材料公司安全生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