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主题为“新产业、
新动能、新生态”的阿里云生态
合作伙伴大会在聊城阿尔卡迪
亚国际温泉酒店举行。本次活
动由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政府、
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指导，山东智汇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主办，阿里云计算有
限公司协办，创头条与布谷鸟
承办。是智汇谷·阿里云创峰会
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

本次会议山东智汇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高庆民、阿
里云创新中心战略总监李京
昆、阿里云创业孵化事业部生
态运营总监焦志良、阿里巴巴
国际站聊城主管王宇峰、创头
条联合创始人李茂达、山东智
汇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

总监周书峰、山东汉兴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傅衍会、公
司宝联合创始人张威、知果果联
合创始人潘晓燕、首财官智能财
务创始人洪婷、北京洛客共享设
计平台工业设计事业部总经理
王冠杰、APICloud青岛区总经理
宋奕红、火炬孵化O‘park事业部
总经理舒鼎秀、e签宝京津区营
销副总陈云浩、股书学院执行院
长刘一等领导与嘉宾共同出席
大会。汇聚了国内一批顶尖的双
创企业服务领域知名企业与机
构的重量级嘉宾。

会上，“智汇谷·阿里云创
新生态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大
会探讨建立智能、高效的企业
服务生态体系，切实为聊城双
创赋能。会后，与会的嘉宾和企

业代表，还参观了智汇谷产业
基地展厅和阿里云创新中心，
并在主办方举行的交流晚宴上
展开了友好的交流合作洽谈。

生态搭建创业赋能，助力
智能服务提升

作为山东省省级重点工程
项目，阿里云·智汇谷产业基地
一直将“服务赋能”放在基地的
发展战略重要位置。在8月23日
举行的阿里云创峰会聊城站
上，智汇谷总裁高庆民提出，将
在智汇谷产业基地引入“5+2+
N”和“生态合作伙伴”两大赋
能体系。

通过连接阿里巴巴生态资
源，阿里云·智汇谷产业基地将
助力聊城企业实现更好的发
展。山东智汇谷实业有限公司

总裁高庆民曾在此前的阿里云
创峰会上表示，聊城市企业发
展存在六大痛点，他们搭建的
生态赋能体系会将其破解。

阿里云·智汇谷产业基地
牵手淘宝大学与阿里云创学
院，分别举行了6期和4期培训
班，为数百家企业提供了相关
专业培训。

会上正式启动聊城新型的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共同发布
了“阿里云·智汇谷产业基地创
新生态联盟”。

加快推动聊城新旧动能转
换，助力企业成长与发展

目前，山东省正加快进行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传统企业
转型升级。作为山东省“2019年
省重点建设项目”，智汇谷产业

基地，通过引进阿里云创新中
心，借助阿里“云计算”、“大数
据”平台优势，打造“国际领先
创新产业生态谷”，聚集创新资
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市
化，为努力建设“科创之城·魅
力新区”提供强有力的赋能保
障。

智汇谷产业基地占位聊城
高新区、“聊茌东”都市区核心，
是聊城东进桥头堡。园区以国
际领先的“5O级”生态办公理
念，结合1街区公园办公实际经
验和项目周边四新河生态景观
优势，打造内外兼修的绿色智
能商务平台。总裁独栋办公、生
态标准写字楼，运营城市梦想，
擎划聊城商务版图，与企业，共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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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郑兆雷)
9月6日，茌平发展历史翻

开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聊
城市茌平区委员会、聊城市
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
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聊城市茌平区委员会挂牌，
标志着聊城市茌平区正式宣
告成立。

据了解，国务院、省政府
先后于6月27日、8月2日下发
文件(国函〔2019〕60号、鲁政
字〔2019〕147号)，批复同意
撤销茌平县，设立聊城市茌
平区。以原茌平县行政区域
为茌平区行政区域。撤县设
区后，茌平区作为聊城市的
中心城区，将更深层次地融
入核心区建设，对于推动产
业发展、增强区域综合实力、
统筹城乡一体发展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茌平将以撤
县设区为契机，找准新定位，
确立新目标，创造新业绩，推
动茌平与主城区融合发展、
协调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
出一条具有特色、充满活力、
富有朝气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奋力谱写茌平发展崭新
篇章。

茌平发展历史翻开新的篇章

聊聊城城市市茌茌平平区区委委、、区区政政府府正正式式挂挂牌牌

9月6日，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揭牌。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唐学钰 ) 9月5日上午，聊

城市招商引资工作进展情况
新闻发布会在聊城市政府召
开，聊城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谢炜通报了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进展情况。
半年多来，全市招商引资工作
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
着力点，全面贯彻落实省、市

“双招双引”工作会议精神，积
极开展产业招商、专题招商，
有效推动了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谢炜在发布会上介绍，上
半年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08 . 02亿元。其中，省“十强”
产业内资项目107个，到位资
金50 . 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24 . 8%；省“十强”产业外资
项目到位资金3195万美元。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省外投资项
目到位资金16 . 53亿元，省内
投资项目到位资金 7 . 0 5亿
元。全市新增世界500强投资
项目1个，新增中国500强投资

项目6个。
从县(市、区)省“十强”产

业内资到位资金情况看，上半
年，有5个县区到位资金超过5
亿元，有6个县(市、区)已完成
了全年任务的50%以上，到位
资金和完成任务比例最高的
县达到9 . 35亿元和93 . 5%。有
三个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
超过100%。

从各产业到位资金看，上
半年，农业产业占比突出，现
代高效农业产业项目数达到
35个，到位资金16 . 34亿元，
占十强产业的比重分别达到
32 . 7%和32 . 3%。

从时间进度看，上半年，
“十强”产业内资项目到位资
金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资金到位呈逐月递增趋
势，其中6月份到位资金27 . 1
亿元，为1-5月份到位资金的
114 . 05%，资金到位速度明显
加快。

从利用外资情况看，上半
年，全市新备案外商投资企

业5家，与去年持平；全市实
际利用外资金额 3 2 2 0万美
元，列全省第13位，同比增长
271%，增幅列全省第3位。根
据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截
止到7月底，全市省“十强”产
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34 . 57
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的
62 . 2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以来，各县(市、区)、市属
开发区也积极组织开展招商
活动。1-7月份，各县(市、区)、
市属开发区主要领导外出开
展招商活动共128次，拜访企
业、机构279家，接待会见客商
共 6 8 3 次 ，对 接 企 业 、机 构
1050家。截至7月底，各县(市、
区)、市属开发区签订合同项
目 1 3 5 个 ，计 划 投 资 额
1302 . 53亿元；签订协议项目
92个，计划投资额588 . 38亿
元；达成意向项目68个，计划
投资额346 . 61亿元；正在洽
谈推进的项目244个，计划投
资额1214 . 4亿元。

上上半半年年招招商商引引资资到到位位资资金金超超百百亿亿元元
省“十强”产业内资项目到位资金50 . 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 . 8%

2019年“中秋节”正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
夕，为提前做好节日期间安全
工作，防止外部欺诈风险事件
发生，工行聊城分行结合当地
社会治安形势，认真研究，制
定措施，全面加强节日期间安
全工作，确保不发生任何案
件、事故。

早布置、早安排。工行聊
城分行在8月末及时召开部室
会议、报警监控中心会议具体
安排安全工作，各支行、网点
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
的安全防范工作，主要负责人
是安全第一责任人，要把节日
安全运营的各项工作做细做
好，把节日期间的领导带班、
员工值班安排好，把节日期间
的备勤人员准备好，同时保持
通讯畅通。

加强安全教育。从多年的
经验看，节日期间是犯罪发生
率较高的时段，同时也是银行
员工较为疲惫的时期，加强节
日期间的安全教育非常必要，
聊城分行安排支行、网点利用
晨会等时间认真学习各种案

例，做好防盗、防抢等科目的
应急演练，增强事业心和责任
感，以此严格落实上级行一系
列安全制度规定，确保不出现
案件事故。

加强重点部位的检查。聊
城分行严格要求，在放假前一
周，各级安全人员重点加强对
办公场所、金库、机房、离行式
自助银行、自助机具报警监控
设备、对讲设备以及配电室、
档案室、职工餐厅等安全重点
部位的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
改，确保各类设施安全运行，
确保重点部位不出现安全事
件。

加强日常消防安全工作
管理。面对秋季天干物燥易发
生火灾的特点，聊城分行及时
提醒支行、网点有关部门认真
落实安全消防责任制，健全和
完善火灾预防、火灾处置等应
急预案，明确职责和分工。加
强办公大楼消防设施、灭火器
具、消防器材的全面检查维
护，保证消防设施在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作用，及时消除各种
火灾隐患。 (王保华)

工行聊城分行提前安排
部署“中秋节”安全工作

按照银保监局“行业规范
建设年”活动要求，工行聊城
分行在定期开展专业培训的
基础上，组织技术比赛，通过

“赛中比、比中学”，提升员工
理论基础和实战能力，努力打
造精通业务、熟悉市场、善于
营销的专业化团队，为客户提
供高效优质金融服务。

截至8月底，工行聊城分
行已组织公司金融、个人金
融、私人银行、网络金融、普
惠金融、金融科技六场专业

技术比赛，参赛人员121人。
各专业创新比赛形式，在常
规笔试的基础上，增加案例
分析、场景演练、现场提问等
不同方式，比赛内容涵盖实
际案例、制度规定、实际操作
等各个方面，比赛结果与年
度考评、职称聘任、选用提拔
等进行挂钩，为激发员工提
高业务技能水平、专业理论
知识和合规操作意识创造了
良好的学习氛围。

(陈泽亚)

加强人员培训 提高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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