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聊城市委机关报

2022年8月10日 星期三 壬寅年七月十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7-0048 第9664期 今日8版
公 众 号 掌 中 聊 城

聊城日报社出版

值班编委：王保东 值班主任：邹辉 责编：路子强 李兆宪 版式：张锦萍 校对：赵立

■ 本报记者 申东方

8月7日上午9时，车辆行驶至烟台
磁山脚下，一座座颇具未来感的建筑跃
入眼帘，令聊城市党政考察团成员精神
振奋，连日的劳顿一扫而空。这里是万
华化学全球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也是
考察团在烟台的第一站。

万华全球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规
划总占地 2000 亩，其中一期占地 800
亩，主要建设万华全球研发中心及总部
基地，二期规划占地1200亩，规划建设
绿色化学和新兴材料孵化基地。“我们
始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秉承自
主创新理念，持续打造企业成长核心竞
争力，已攻克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化工新材料核心制造技术。”万华化

学集团董事长廖增太介绍，研发中心打
破传统设计理念和建筑模式，以“未来、
创新、高雅、节能、环保”为主题，充分利
用自然环境和产业特点，建设园林式、
综合性、可持续的科技创新高地，已建
成 7 个国家级创新平台、150 多个先进
实验室，通过筑巢引凤集聚国内外一流
研发人员2000多名，累计自主研发、转
化重大科技成果100多项，申请发明专
利3900多件。

离开万华全球研发中心，车辆盘
山而上，俯瞰万华烟台工业园，一个个
大型反应器、反应塔、冷却塔，成排林
立，十分壮观。作为全省首个百万吨
乙烯工程，万华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
项目今年6月全面竣工达产，支撑万华
烟台工业园成为全球最大、最具竞争

优势的聚氨酯制造基地。将光敏树脂
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而成的发动机
零件，用聚氨酯制造的化学机械抛光
垫，以及无人机、超滤膜……在该项目
的产品展示中，考察团成员意识到，万
华那句“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
绝非夸夸其谈。

万华让考察团成员感受到烟台蓬
勃发展的态势。而下一站的朝阳街，则
充满了人文气息，让人流连忘返。

爬满蔷薇的音乐餐厅窗口，飘出的
彩色气泡；酒店窗口外姿态各异的各色
毛毛熊玩具；风格迥异的古建筑群和充
满现代感的纪念品摊位……听着现场
演奏的民谣歌曲，漫步在朝阳街上，浓
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朝阳街是烟台开埠文化的象征。

曾经的“十里洋场”，自1861年开埠，距
今已有160年历史，是国内现今屈指可
数保存完好的开埠建筑群之一。朝阳
街历史建筑的“修旧如旧”，不仅仅是修
复残损，更是在不破坏建筑主体结构的
前提下，尽量恢复建筑原有风貌。朝阳
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有零售业
态8家、餐饮业态1823家、休闲文创业
态7家、配套体验业态7家。其中以乔
尔卢布松、钟书阁为代表的“首店”品牌
数量达13个。

如今的朝阳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
“打卡地”。他们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
用脚步丈量浓缩在街区里的百年光阴，
用双手触摸岁月留下的印记，享受无拘
无束的浪漫生活。

感受化学魅力 寻味百年光阴
——聊城市党政考察团考察亮点展示之烟台篇

■ 大众日报记者 胡磊 孙亚飞 薛良诚

8 月 6 日，位于聊城市茌平区的山
东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2000多只高强度高韧性轻量化卡巴轮
毂装车后通过陆海联运发往韩国。

“今年上半年，公司共接到订单35
万只，其中出口订单达到 7 万余只，销
售额达 3 亿多元。”山东骏程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淑新说，公司成立
5 年来，已有 150 多万只轮毂从这里发
往世界各地。

“近年来，我们的订单以翻倍的姿
态增长，离不开‘链长’的帮助。”公司技
术部部长李洪光说，想在行业内领军，
技术是关键。在公司研发的关键期，茌
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区汽车交通用铝产业链“链长”路伟
峰通过区科技局协调，帮助公司与山东
大学材料学院达成合作，攻破了全球领
先的热锻冷旋复合技术。

优质企业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
中坚。聊城市牢牢把握推进产业链链
长制的方向和路径，坚持产业链、创新
链、招商链、资金链齐头并进、协同发
力，精准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实现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以‘三年攻坚突破行动计划’为

‘面’，以‘产业链链长制’和‘产业链招
商行动’为‘线’，以‘干部助企远航行
动’为‘点’，以 20 条政策作为支撑，逐
步形成‘面线点’的立体工作体系。”聊
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百顺说，聊城市
各产业链“链长”既挂帅又出征，带头开
展“巡链”活动，积极与企业交流互动，
帮助解决链条上的矛盾问题。

近日，在阳谷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园，年产400万米石墨烯复合材料电力
器材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成功
运行，离不开‘链长’的支持与帮助。”德
创管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云英说，今年
初，公司准备投资2.6亿元启动石墨烯
复合材料电力器材项目，但碍于没有合
适的厂房迟迟无法推进。阳谷县经济
合作服务中心主任、县光纤产业链副

“链长”李福雷按照“首接负责制”原则，
协调解决合适的厂房，帮助项目在这里
顺利落户。

“项目签约后，服务中心还明确专
人积极帮助我们办理相关手续。3 个
月时间，我们不但走完了各项审批手
续，5条生产线也已完成安装并投入生
产。今年年底，我们预计还将有 10 条
生产线入厂。”德创管业有限公司阳谷
地区负责人宋延东说。

近年来，聊城市坚持“制造业强市”

战略不动摇，着力提升传统产业，积极
培育新兴产业，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
强。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解志
超介绍：上半年，聊城加快发展“12+
20”制造业产业体系，工业经济稳中有
进，起到稳住全市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作
用。据统计，上半年，全市工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为 27.3%，同比提高 0.6
个百分点。工业税收同比增长16.8%，
高于全部税收11.7个百分点，占全部税
收比重达 45.6%，同比提高 4.6 个百分
点。32 个工业大类中，23 个实现正增
长，其中，装备制造、化工、医药、食品等
重点行业分别增长18.8%、7.1%、46.0%、
17.6%。

数据的背后，是活力迸发的“聊城

制造”。上半年，聊城新增省级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6家、质量标杆企业6家、技
术创新项目36个、工业设计中心18家，
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0家、
瞪羚企业9家，2家企业入选国家第三
批重点“小巨人”企业。

“加快制造业强市建设、全面推进
链长制，事关全市高质量发展全局。我
们要聚焦制造业十大产业，在‘短链’延
长、‘断链’连通、‘细链’增粗、‘无链’生
有、‘弱链’变强上攻坚突破，努力塑造
制造业发展新优势，让‘聊城制造’成为
点亮‘两河明珠’的新名片。”聊城市委
书记李长萍如是说。

（2022年8月9日《大众日报》头版）

全面推进链长制，塑造发展新优势，聊城——

链上发力，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市

本报讯 （记者 叶晨雯） 8 月 9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彤宇到
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现场研
究、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接访中，王彤宇认真倾听群众诉
求，详细了解各事项的来龙去脉，并
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研
究解决措施。

王彤宇强调，要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刨根问底，追根溯源，找到问题产
生的根源，找准彻底解决的办法，坚
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好
群众合法诉求。要明确办理时限和
程序，提高办理质量和水平，实现群
众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切实解决群众
的实际困难。要深入剖析信访案件
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根源，有针对性
地研究解决措施， （下转7版）

王彤宇公开接待群众来访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8月9日上午，市委书记
李长萍到市委政法委调研，同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
有关负责同志进行座谈交流。她强调，全市政法系
统要在市委领导下担当作为、勇毅前行，保持饱满的
精神状态、营造浓厚的干事氛围，推动全市政法工作
开创新局面。

李长萍走进市委政法委部分科室，看望慰问机
关干部和扫黑除恶斗争专班、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班工作人员，实地察看市域社会治理网格化智能平
台和政法融媒体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扫黑除恶
斗争专班、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班工作情况以及政
法新媒体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李长萍听取了市委政法委
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与市委政法委班子成员进行深
入交流，代表市委对政法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李长萍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政法系统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职尽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政法贡献。

李长萍强调，全市政法系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永葆对党绝对忠诚政治本色。市委政法委要推动全
市政法机关加强政治建设，时刻做到思想聚焦、行动
对表，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重点强化
理论武装、政治担当、执行落实，确保政法工作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要聚焦主线勇担当，全力维护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和风
险意识，总结和运用好以往成功经验，坚决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强化风险隐患源头化解，坚决打赢党的二
十大维稳安保攻坚战。要尽忠职守保平安，竭诚守护
人民群众幸福生活。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方法手段，
依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持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切实做到以常态化扫黑除恶为抓手，坚决维护
社会治安；以专项整治为突破，着力守护群众财产安
全；以数字赋能为支撑，以网格化治理为依托，切实提
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要持之以恒强本领，全面提高
干部队伍能力水平。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把政治过硬
和本领高强贯通起来，进一步提升专业素养，培树优
良作风，树牢宗旨观念，突出严管厚爱，努力打造跟得
上时代节拍、堪当时代重任的过硬政法队伍，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刘昌松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8 月 9 日
上午，中共聊城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
谈会，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
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

市委书记李长萍主持会议并讲
话。

座谈会上，民革聊城市委会主委
唐明贵、民建聊城市委会主委马卫红、
农工党聊城市工委会主委赵素婷、九
三学社聊城市委会主委黄勇、市工商
联主席张芙蓉、无党派人士代表孙凌
云、民盟聊城市委会副主委夏章勇、民
进聊城市委会副主委王艳鑫、致公党
聊城市支部副主委田亚强先后发言。
大家结合自身工作和岗位实际，围绕
我市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如何做好下
步经济工作，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李长萍代表中共聊城市委，向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全
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她指出，今年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向好、进中提质
的良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新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
下勠力同心、团结奋斗的结果，其中凝
结着党外人士的智慧心血和辛勤付
出。做好下步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
力，深入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加压奋进、
迎头赶上，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进一步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
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始终坚定与党
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政治自觉，为推
动聊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市
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党外人士开展工
作，及时研究解决问题，积极听取意见
建议，为聊城发展持续凝聚共识、汇聚
力量。

李长萍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要广泛凝聚共识，画好
最大同心圆。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积极做好增进共识、理顺情绪、化
解矛盾、解疑释惑的工作，加强正向引
领和政策宣讲，为建设“六个新聊城”
凝聚最广泛共识、汇聚最强大合力。
要 积 极 建 言 资 政 ，提 出 更 多“ 金 点

子”。认真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借助“水城好商量”“有事多商量”
等平台，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
建议，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动工
作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服务中心大
局，打好统战“组合拳”。找准自身优
势和聊城实际的结合点、着力点，积极
参加“同心兴聊”行动，不断强化“亲清
会客厅”作用，为聊城发展和群众需求
办实事、办好事。要强化底线意识，织
密安全“防护网”。全市统战系统要认
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增
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不断提高防
范化解风险隐患的能力和水平。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稳
定，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贡献力量。

柳庆发、刘昌松出席。

中共聊城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为推动聊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长萍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马
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师生，鼓励更多马耳他青少
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在中马双方共同努力下，圣玛格丽特中学
“中国角”为增进马耳他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马友
好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中国角”越办越好，欢迎师生们
来华交流学习。

习近平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

含的文化渊源。我们生活的世界历史和现实交织、希望和
挑战并存，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唯有守望相助、合作共赢才
能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
安全挑战，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两国关系已经
成为不同历史、不同文化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希望更多
马耳他师生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下转8版）

习近平复信马耳他中学“中国角”师生

本报讯（记者 苑莘） 8 月 9 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百顺主持
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政府执行
力提升、电力迎峰度夏、招商引资等
重点工作。

会议听取《关于践行“严真细实
快”要求 全面提升全市政府系统执
行力的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
强调，要坚持领导带头，突出硬任务、
硬标准、硬要求，使《意见》更务实，更
具操作性，营造说实话、办实事、求实
效的氛围。各级各部门要细化推进
措施、加强督导考评，全力抓好贯彻
落实，不断提升政府系统工作效能。

会议听取全市电力迎峰度夏有
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经济
要发展，电力保供决不能出现任何闪

失。当前是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各级
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确保稳
发增供，切实守牢保电网、保安全、保
民生底线，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
提供能源保障。

会议听取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
况汇报。会议强调，招商引资是我市
补短板的重要抓手和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要增强做好招商引资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对标先进地区找差
距、学经验，拿出真招、硬招、实招，切
实扭转谋划不足、氛围不浓、压力不
大、效果不好的落后局面。要迅速行
动起来，高标准谋划，以“跳起来摘桃
子”的理念，建立起市县一体、层层落
实的推进体制，让招商引资成为考验
干部的“赛马场”“大舞台”，（下转7版）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研究政府执行力提升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申东方）8月9日
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核酸检
测支撑能力提升工作视频会议。会
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对全市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百顺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百顺指出，要突出抓好核酸检
测支撑能力提升工作，提高数据精准
程度，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着力健全
核酸检测人员摸底机制。依托大数
据平台，着力健全核酸检测工作机
制，持续提升工作质效。着力健全核
酸追检补检机制，确保“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
张百顺强调，要切实抓紧抓实外

防输入各项工作，严格抓好外来人员
报备管控，及时有效进行处置。严格
抓好入聊交通服务点疫情防控，确保

“不漏一车、不漏一人”。严格六类高
风险人群管控，确保做到排查率、随访
登记率、核酸检测录入率三个100%。
严格进口冷链、非冷链，国际快件邮件
管理，加强闭环管理，严防物传人现象
发生。严格境外来人管控，做到“点对
点”闭环接返。要强化组织领导，抓好
统筹协调， （下转7版）

全市核酸检测支撑能力
提升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聊城实施制造业强市战略，壮大产业

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

20条产业链
挺起制造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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