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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
牢扫黑除恶法治后盾。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辉王辉 程海莉程海莉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5月18日给南京大学
的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信，对他们
寄予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以
李四光、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榜
样，在海外学成后回国投身科教事业，
在各自岗位上努力报效祖国、服务人
民，取得丰硕成果，我感到很欣慰。值
此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谨向
你们并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

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你们在信中表示，

生逢伟大时代是人生之幸，留学归国
青年要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
责”，这些话讲得很好。希望同志们
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
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在坚
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
创佳绩，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
故事上争做表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
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50年
正式定名为南京大学。建校120
年来，一批批留学归国人员在南京
大学留下了报国为民的奋斗足迹，
李四光、程开甲等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海外
学成归国到南京大学工作的120
名青年学者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汇报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等
方面工作感悟，表达了弘扬优良传
统、担当强国使命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
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滨州
工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文明
建设日趋重要，资源、土地、环保约束
不断强化。滨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应
对，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积极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动力从传统
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新旧动能提
速转换，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在2020年山
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滨
州排名第七位，位列二等，同时获得
分量最重的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单项
奖励，释放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省对市“新旧动能转换”模块6大项
指标，我市综合得分列全省第4位，
比上年上升9个位次，滨州新动能
正加速汇聚成长，发展态势蓬勃有
力、步伐稳健。

经过多年发展，我市形成了标
志性“十强”产业，工业营收列全省第
4位，这是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的
最大底气，也是转型创新发展的最大
基础。尤其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我市通过加快产业调整步伐，全面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打造五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不断培植优势产业，滨州市
工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市围绕
轻量化铝新材料装备制造、新材料新
能源、医药医疗器械、新一代信息技
术、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等战新产业和
食品加工、家纺服装、医养健康、现代
海洋、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加大
技术攻关和项目招引力度，做好建
链强链补链延链文章，打造新的产
业地标。强化“三重”项目的支撑带
动作用，全力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建
设，构建优良产业生态。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明显。
五年以来，全市传统工业实现产业
升级、脱胎换骨。如：电解铝及铝深
加工行业，依托魏桥集团等龙头企
业，发展铝型材精深加工，延伸产业
链条，2020年邹平国家高端铝材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获批，初步形成
了在全球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特色高
端铝产业集群。纺织产业逐步改变
了以棉纺初加工为主的行业结构，
实现纺织、家纺高端化，推动纺织产

业转型升级。2021年服装产量达
到 2418.5 万件，比 2017 年增长
12.2%，培育形成了向尚服饰等服
装品牌，补长了服装短板。滨州新
能源发电从无到有，发展步伐不断
加快。到2021年底，全市已经拥有
山东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华能
沾化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华瑞丰（沾
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一大批风
力发电企业，风力发电量达37.19亿
千瓦时。太阳能发电除滨州市沾化
区通汇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无棣爱
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华能沾化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等规模以上企业
外，还有几十家规模以下光伏发电
企业及个人光伏发电企业，到2021
年底，全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已达
25.9亿千瓦时。

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五年
来，滨州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大项目，发展
新项目，培育产业集群，打造全产业
链条，新的增长点成为工业经济发
展的有力支撑。2021年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8.03%，占全部
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41.99%，比
2017 年 提 高 14.68 个 百 分 点 。
2021年我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9.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占 全 部 规 上 工 业 的 比 重 达 到
17.4%，2017 年提高 12.9 个百分
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
推动滨州市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发
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全市从事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848.5亿元，
较2017年增长61.7%；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的13%，较2017年
提高6个百分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滨州将坚持“项目为王”理
念，一切围绕产业转、一切盯住产业
干，真正把长板用到极致、把优势化
为胜势，全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
版”，以更大力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取得突破、塑成优势，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发展成
果更好惠及全市人民，不断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旧动能提速转换 构筑起现代产业体系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回眸（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伟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
庆力 报道） 5月19日下午，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宋永祥会
见了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许明道等省“四进”工
作队成员一行。市委副书记梁金光
参加会见。

宋永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省
“四进”工作队一直以来对滨州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近年来，滨州克服新冠疫情
带来的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经济社会发展趋稳向好，多项
主要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当
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山东走在
前，滨州怎么办”解放思想大讨论
和“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

“进了滨州门，就是滨州人”，各位
工作队队员也是“在滨州”的一

员，希望大家把好的工作思路方
法、改革创新办法带到滨州，给予
滨州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更高水
平富强滨州建设。滨州市委、市政
府将积极协调配合，全力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为工作队开展工作创造
良好环境。

许明道感谢滨州市委、市政府
对省“四进”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他表示，省“四进”工作

队在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将积极
宣传滨州、推介滨州，把滨州好的
工作经验和亮点做法介绍出去，为
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加油鼓劲。

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二
级巡视员张琳，市委常委、秘书长
丁锋参加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报道）5月19日下午，我市召开

“在滨州、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
主题实践活动推进会议，调度活动
开展情况，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
责任，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见
行见效。市委副书记梁金光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马俊昀主持会议。

会上，各县市区和3个市直部
门单位作了交流发言，18个牵头
单位进行了书面交流。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增强自觉，站位全局，
进一步研究谋划，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解决当前活动存在的突出问
题。要进一步突出特色，拓展创

新，在“吸引力”、“美誉度”、“实效
性”上用劲发力，用喜闻乐见的形
式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全面推介
孙子文化、黄河文化、“智者智城”
等城市品牌，坚持用数据说话、用
实绩评价，全面增强活动吸引力、
传播力、影响力。要进一步融入中
心，争先向前，与迎接党的二十大、
统筹经济运行、促进社会稳定、推
动民生保障融合融通，始终与全市
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同向同力，保
持主题实践活动的旺盛生命力、持
久影响力。要进一步扛牢责任，注
重实效。强化责任落实、机制建
设、督促指导，扎实推进主题实践
活动向纵深开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市“在滨州、知滨州、爱滨州、建滨
州”主题实践活动推进会议召开

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今日导读

我市本周六上午10点
将发放23万元消费券

全文见第三版

今年年初，滨州9个品牌入选第一批“好品山东”名单。它们是滨州制造底气、实力的缩影和代表。其实，在这背后，有很多滨州产业、产
品已经享誉海内外，其中有30多项产品产量或市场份额位居全球或全国第一，如纱线、布产量、产能全球第一，悬臂梁施工装备、赤藓糖醇市
场占有率全球第一;汽车活塞、风电铸件产能全国第一，果糖、金属板材生产规模全国第一，绳网、厨具市场份额全国第一，粮食加工量、盐田
虾产量全国第一……这些全球第一、全国第一，代表着滨州制造的高度和深度，充分证明了滨州人“战抢拼”的担当和“能形成”的自信。即日
起，滨州日报开设“好品山东·滨州造之全球或全国第一”栏目，系统梳理这些“冠军产品”。

开栏的话

滨州造的“冠军产品”有多少
全球第一4项 全国第一33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好品山东·滨州造之全球或全国第一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因而，人的价值源自被需要，人

的幸福感源自被需要。
一个人如此，一座城也这样。

“在知爱建”，衡量一座城的价
值，不能自说自话，需要跳出一地一
域，通过“三张地图看滨州”，换位思
考他人所需，为他人、外界、未来提
供滨州价值。

这其中，看滨州产品在全国市
场、全球市场中的分量和潜力，非常
重要。

据初步调查，目前滨州有37项产
品2021年产量或市场占有率位列全
球或全国第1位。其中，4项产品产量
或市场占有率位列全球第1位！

我们竟然有如此多的“单项冠
军”，您想到了吗？那么，它们具体是
啥，分布在哪些行业、领域、县区？结
构如何？潜力如何？有何意义？

咱来一起看看，细数滨州获得

的这一串沉甸甸的“金牌产品”。

37 项产品排名全球
或全国第一，产业分布、县
域分布广，是传统优势与
新兴产业的集中体现

这37项产品第一，就是我们的
奋斗成果，属于“冠军荣耀”。

从行业分布看，这37项产品主
要分布于七大产业。其中，铝产业有
3项，化工产业有12项，纺织产业有2
项，粮食及粮食食品加工产业有4项，
畜牧水产产业有3项，机械加工制造
产业有9项，医养健康产业有1项。

而这，多数分布于我市五大千
亿级产业集群（高端铝产业、新型化
工、粮食加工、家纺纺织、畜牧水
产），说明它们是我市多年培育的自
然结果。同时，机械加工制造产业

的9项，医养健康产业的1项表明，
滨州新材料、新能源和医养健康等
新兴产业正茁壮成长。

从地理看，它们在各县市区分
布广泛，尤以滨城、邹平为多。在产
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位列全球第1
位的4项中，滨城区2项、邹平市2
项；产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位列全
国第1位的33项，涉及7个县市区、
2个市属开发区，其中滨城区6项、
沾化区4项、邹平市7项、惠民县2
项、阳信县3项、无棣县4项、博兴县
4项、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项、北
海经济开发区1项。

从产值情况看，2021年产品产
值超过500亿元的3项，100亿元至
500亿元的4项，50亿元至100亿
元的 2项，10 亿元至 50亿元的 9
项，1亿元至10亿元的13项，1亿元
以下的6项。

这背后，是滨州在打造真正让

企业家舒服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
坐前排当主角，高质量实现“一网通
办”，实现更多政务服务就近办、网
上办、掌上办、一次办。如数字强市
建设迈上新台阶，市场主体达到55
万户以上，由企业“上门找政策”变
为政府“上门送政策”。倾力打造全
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

滨州形成了一个共识——不管
国资、民资、外资，无论大、中、小、
微，只要是在滨州注册、在滨州创
业、在滨州发展，都是自家人，都能
在滨州“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近年
来，滨州大力办好企业家大会、“滨州
企业日”活动，弘扬企业家精神，持续
营造尊重企业家、厚待投资者、服务纳
税人的浓厚氛围，以一座城市的名义
致敬企业家，让滨州的每天都成为企
业家的节日。

(下转第二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王明然 报道）5月18日，滨州
市巨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顺利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标志
着滨州市市属国企首支亿元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成立。

巨投基金由滨州国投集团权
属企业滨州国投国富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省外资本——海
南拓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总规模1亿元。巨投基金
作为我市第一支围绕能源化工设
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将重点围
绕能源产业和高端化工产业领域，
通过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管理，充

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动作用，吸
引撬动社会资本，助推技术创新和
重大项目落地，加快我市能源化工
产业的转型升级。

下一步，滨州国投集团将依托
国投国富私募基金管理平台，推动
设立规模均超过百亿元的滨州十
强产业发展基金、滨州新能源产业
投资基金，坚持面向滨州、面向实
体、面向新动能，实施“三投战略”，
为现有“十强”产业链企业投资增
效、为招商引资头部企业投资减
险、为拟上市企业投资助力，推进
资本与产业融合，当好产业升级的

“助推器”和“牵引绳”，以资本“领
投”推动全市优势产业“领跑”。

市属国企首支亿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成立

今年五月是全国第八个“路政宣
传月”。5月15日，博兴县交通运输局
开展以“守护公路安全、争当服务先锋”
为主题的“路政宣传月”活动。工作人

员走上街头为过往行人分发宣传单，
进行公路路政知识方面的宣传，劝导
市民文明出行。（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李乐 许延军摄影）

宣传路政知识宣传路政知识守护公路安全守护公路安全

宋永祥会见省“四进”工作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