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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乳山银滩：“提升+服务”让居民更有“归属感”

精致城市建设在行动

近年来，乳山滨海新区从银滩
居民实际需求出发，坚持城市建设
与民生实事、文化发展等同频共
振，持续推动区域转型提升、突破
发展，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归属感。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逐步提升

让“银滩人”更有归属感

工作日早上7点，家住乳山银
滩维利亚小区的孩子们在家长陪
伴下，准时来到在小区门口的候车
点，等待去往银滩九年一贯制学校
的校车。

“我5岁就跟着爷爷奶奶来银
滩生活，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银
滩学校读书的。我舅舅家的姐姐
原本在银滩高中读书，去年她已
经考去四川上大学了。”乘坐校车
的四年级学生李梓涵说，和当地
的学生们一起上下学，一起参加
各类集体活动，没有感觉任何的
差异，她也很喜欢学校的同学和
老师，感觉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
的“新银滩人”。

近年来，随着乳山银滩常住人
口不断增加，为满足银滩居民教育
需求，乳山高标准打造了一所省级
规范化的九年一贯制中心学校，可
容纳在校生3000余人。该校各类教
学设施一应俱全，包括实验楼、餐
厅、体育馆等，拥有网络中心和校
园网、校园广播系统、微机室、录播
室、体育馆、探究实验室等现代化
教育教学设施，学校还配备了校
车，进一步满足学生上下学的接送

需求。“银滩外地居民较多、教育需
求大，学校采取优惠措施，不管学
生户口是否在银滩，学校都不收借
读费。”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以前银滩一直定位在滨海旅
游度假区，基础设施配套多数按
照度假区的需求来配套。然而，随
着银滩常住人口不断增加，原有
的设施配套已经不能满足居民日
益增长的需求。面对这一问题，乳
山银滩积极由度假区向新城区转
变，逐步完善交通、供暖、供气、教
育、医疗等公共设施，按城区标准
逐步完善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和
社区服务。

为从银滩居民实际需求出发，
乳山滨海新区围绕道路升级、绿化
提升、夜景亮化、燃气管网铺设以
及公交枢纽站建设等基础设施，先
后完善了“五纵十二横”交通网络，
实行了乳山银滩公交一体化，实施
了公交停车港湾及候车亭建设；铺
设了全覆盖式供暖管网，对入住率
低的居民楼采取电力供热、燃气供
热、地源式供热等多种供热方式；
启动了小单家商贸城、宫家庄便民
市场、银滩物流中心、商业街等项
目建设，更好地服务银滩居民生
活。

为满足银滩居民日常医疗需
求，乳山滨海新区新建了二级乙等
综合性医院，引进了华慈医院，并
经常组织送医进社区服务，为居民
开展日常身体检查，科普健康保健
知识等，让银滩居民更好地享受

“家门口”的便民医疗服务。

社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让居民畅享“艺术之乐”

近日，乳山银滩观海听涛小区活
动室里，书画爱好者们挥毫泼墨，创
作出一幅幅书画精品。“社区经常开
展书画比赛等活动，让小区的书画爱
好者们有个切磋的机会，不但丰富居
民业余生活，同时也拉近了邻里间距
离。”来自天津的王树江说。

为更好地满足银滩社区居民
的精神文化需求，乳山滨海新区根
据各个社区的自身特点，组织开展
养生太极、书法绘画、合唱舞蹈、器
乐演奏、京剧表演、民歌艺术、曲乐
演奏等各类社团活动，丰富居民文
化生活。

乳山滨海新区连续多年举办
“社区文化艺术节”，给群众搭建文
化交流、才艺展示的平台，在激活
区域文化氛围的同时，增进社区居
民之间友好联系，突显银滩人乐在
银滩、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
出人民安康、社会和谐的景象。

针对银滩社区居民来自五湖
四海、文化元素多、艺术种类丰富
等特点，乳山滨海新区大力打造艺
术专场比赛，举办舞蹈大赛、书画
展示、模特大赛、戏曲大赛、合唱大
赛、乐器大赛及太极拳大赛等专场
比赛，比赛场地设在银滩东区、中
区、西区，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
切磋、交流的文化平台，体现基层
文化特色，共唱一台城市社区文化
的大戏，真正打造成为滨海新区城
市社区最具影响力和持久力的文

化品牌活动。
此外，乳山滨海新区还升级改

造银滩游客中心服务功能，投入使
用总面积2000平米的党群服务中
心、游客中心城市书房、社区老年
大学等，连续多年举办以“四海情”
为主题的系列文体活动，承办了女
子半程马拉松比赛、“最美银滩人”
才艺大赛等赛事活动，展示“新银
滩”的精神风貌。

“银滩各个小区藏龙卧虎、能

人辈出，晚上你去大拇指广场走一
圈，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轮番上
演。”乳山滨海新区工作人员说，为
充分利用银滩的人才资源，乳山滨
海新区还建立社区“能人”档案，积
极引导“能人”进社区、建社团、引
社工，调动各个层面力量积极参与
辖区的社会管理工作，涉及文艺、
文字研究、教育等多领域，让银滩
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活跃起来。

(姜俏俏 徐园园)

乳山经济开发区：蓄能提质促发展 创新升级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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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轻质新材料项目、德泰
动车转向架配件制造项目、宏通
高铁配件项目、浩达轨道交通项
目……翻开乳山经济开发区新签
约项目表，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让人眼前一
亮。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乳山经济开发区按照威海市

“工作落实攻坚年”和乳山市“工
作落实突破年”的工作要求,以担
当抓落实，以实干促发展，园区配
套日益完善，双招双引不断突破，
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创新发展取
得了积极进展。

推动科技创新
激发企业发展新动力
机器人操作手臂、智能化仓

库、数字化车间……随着企业企
业“智能化”改造步伐加快，威海
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的
产能有了大幅提升。

“我们在机加工车间安装了

埃夫特机器人，配套卧式加工中
心使用，实现了产品机加工生产
过程完全自动化。”公司总经理杨
卫东说，公司还在原有仓储车间
的位置改造完成了约四层楼高的
智能化仓库，不仅实现了产品入
库自动打包和出库产品自动推
送，还使原来的仓储空间增加了
三倍，工段用工减少为现在的一
人。作为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
业的龙头代表，伯特利萨克迪汽
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在今年年初
完成了整体提升，使公司的助力
转向节产能达到年产1500万件。

以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赋
能”，乳山经济开发区积极引导区
内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加大技术
创新和产品研发投入，对产品进
行转型升级，与周边区域关联产
业形成配套，以上下游的项目链
条带动产业集群发展，以“大企
业”带动产业升级。

今年，乳山经济开发区将继

续加强与山大、哈工大等高校对
接力度，合力共建新能源(汽车)
科技产业园燃气动力发动机研发
中心、新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园
电池隔膜研发中心等公共服务平
台，以平台集聚资源，吸引更多项
目落地。

建设特色园区
打造产业延伸新载体
工业园区是双招双引、对外

开放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面对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困难、上下游衔接
不明显等问题，乳山经济开发区
进一步加大产业园区建设力度，
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打
造工业经济新载体。

围绕乳山市“3+ 3+N”产业
体系，乳山经济开发区立足优势
产业，通过制定产业规划、组建
运营公司、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
方式，进一步对园区布局和功能
定位进行梳理和细分，打造出一
批具有特色的“园中园”。通过

“筑巢引凤”的方式，建设规划
了面积 5 0 0亩的智能装备产业
园北园，建设标准厂房，引进天
擎自动化设备制造、德彩塑料自
动化生产设备及新东尔自动化
设备制造3个项目入驻产业园。
规划建设了面积 6 0 0亩的高铁
装备产业园，建设以高铁行业底
盘 、承 重 、装 饰 配 件 为 主 的 锻
压、热处理及加工产业链体系。
目前已经有德泰轨道、汉威轻质
新材料、宏通轨道装备、浩达轨
道交通四个项目开工建设，为打

造高铁装备制造基地奠定坚实
的基础。

针对园区土地资源少、新项
目落户难的问题，乳山经济开发
区对园区进行补强升级，通过“腾
笼换鸟”的方式，由国有企业收储
盘活闲置厂房，为引进装备制造
项目轻资产落地和过渡周转提供
园区载体，建设了规划面积400亩
的智能装备产业园南园，已引进
澄威机电、瑞吉泉水处理设备等
项目。

优化项目服务
营造企业成长新环境
“驻厂员每天过来看项目进

展情况，比我们自己人还上心，遇
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时
间就帮忙联系解决。”德泰动车转
向架配件制造项目负责人说，在
乳山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的热情
服务下，该项目进展十分顺利。疫
情期间，乳山经济开发区为三百
多家企业选派驻厂人员，服务指
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
防疫物资准备、隐患排查整改等
相关工作，助力企业有序开展复
工复产工作。

为确保双招双引“有的放
矢”，乳山经济开发区创新招商方
式，丰富招商手段，成立4支共24
人专业招商队伍，结合乳山市及
开发区的产业规划，通过研究国
家政策、调研产业链条，重点围绕
新能源(汽车)科技、装备制造、海
洋食品、临港产业等四大产业和
智能装备、高铁装备、信息技术、
临港装备、海洋食品五大特色园

区开展产业链、集群化精准招商；
依托园区汽车配件产业、高铁装
备、新材料上下游产业链、高端产
业转移精准招商；加强与国企、央
企、上市企业对接，积极探索建设

“区中园”、工业地产与招商引资
一体化的新模式。对已成功引进
的企业、外商，进一步加大跟踪服
务力度，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通
过优势企业的宣传、示范和推介，
吸引更多的客商来乳投资办企
业。

同时，依托乳山市级审批服
务平台实行“一窗受理”的基础
上，形成“企业吹哨，开发区、市直
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开发区提
供全程代办服务，市直部门对开
发区企业采用联席办公、定期会
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为企业发展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今年，乳山经济开发区将继
续在产业集聚发展上精准发力，
重点引进装备制造、高铁装备、海
工装备领域项目，充实园区产业
园，逐步打造产业集聚规模，形成
产业聚集优势。深入梳理临港产
业、信息技术产业信息，力争在新
体制下外资项目引进工作上有所
突破；进一步梳理新能源产业和
新材料产业信息，以新能源科技
产业园为载体，做好“建链、补链、
强链、延链”文章；充分挖掘临港
产业园、海洋食品产业园潜力，引
进一批冷链物流产业，打造以海
洋食品加工、冷链物流为一体的
专业化载体。

(姜俏俏 王美琰)

乳山银滩东方社区举办书画展。

孩子在乳山银滩的小区游乐场内玩耍。

加工汽车配件的机器人手臂。


	W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