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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奋斗的尺度，是筑梦的
空间。

追寻2022年滨州发展的足音，
日益活跃的科创味道，汹涌澎湃的
高质量发展动能，令人回味无穷。

我市坚持把科技创新摆放在核
心位置，深化“双型”城市建设，持续
搭平台、优服务、聚人才、做生态，全
力构建全域创新体系，科创品质越
来越强。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滨州全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3.49%，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1位；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高幅度列
全省第2位，创新资源指数列全省
第3位。2022年前三季度，高技术
制造业、数字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
加54.4%、101.6%；“四新”经济投
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23%、18.6%；规上工业营收增长
15.5%，列全省第一位。

矢志不移将科创锻造成为跨越
发展的最强引擎、最强跳板，滨州已

成为创新创造的活力之城，产业优
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正加速变成
创新发展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
稳致远，内生动力更加充足。

搭建一流科创平台，
构筑未来产业高地、创新
高地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激活创新
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创新
驱动的有效载体。

聚焦产业与科技的结合点，
2022年，我市持续搭平台、强功能，
促进科创能级跃升。渤海先进技术
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院带动效应
日益凸显，渤海公共实训基地建成
启用，滨州医学院滨州校区扩建项
目竣工招生，“五院十校N基地”科
创格局更加夯实。

去年3月签约入驻渤海先研院
的山东天眸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是
一家致力于无人飞行器、无人智能
装备、5G云管理平台、单兵作战指

挥官等系统研发和应用的企业，产
品已服务于全国多个公安、消防、应
急和武警部门，此次入驻也填补了
滨州此类科研产品的空白。

“在先研院平台资源的加持下，
公司2022年生产营收总值较2021
年实现4倍增长，研发投入同比增
长300%。”山东天眸科技创新有限
公司董事长曹承洋表示，投资2000
万元的天眸创新研发总部项目正在
建设中，今后将持续加大自身产品
优势，助力滨州产业升级。

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区域科创
高地，2022年，渤海先研院汇聚创
新主体，推动平台升级，入驻企业达
209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新
技术企业1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7
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

与渤海先研院比邻而居的魏桥
国科研究院，2022年7个研发中心
实现全链条运营，启动25个科研项
目，引进高端人才 51 名，力争到
2025年累计带动滨州新增新动能

产值100亿元以上。由其牵头组建
的山东省高端铝制造与应用创新创
业共同体，打造“科教创产”融合发
展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两年来已实
施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38项、
联合技术攻关项目4项，带动链条
企业研发投入5.71亿元。

“聚焦优势、战新产业领域，
2022年全市新建省级以上高能级
科创平台38家，总量达到389家。”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孟霄告诉记者，
坚持科创引领“聚能”，滨州正加速
构建集“政产学研金服用”于一体的
区域科创高地和产业引领平台。

新平台拥有新机制，新政策激
发新活力。用足用活高能级创新平
台，滨州积极引导高成长、高附加值
的高科技项目落地滨州，孕育、集聚
新兴产业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着力
打造未来发展的产业高地、创新高
地、价值高地。（下转第三版）

科创品质越来越强 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山东省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
月17日上午在山东会堂闭幕。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政协副
主席王书坚、林峰海、孙继业、王修
林、程林、刘均刚、孙述涛、段青英、
张新文，省政协秘书长秦传滨，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林武、周乃翔、陆治原、杨东奇
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应到委员866人，实
到795人，符合规定人数。

闭幕大会前，在王书坚主持下，
举行选举大会。会议通过了省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及总监票
人、监票人名单，选举葛慧君为省政
协主席，选举王书坚、林峰海、孙继
业、王修林、程林、刘均刚、孙述涛、
段青英、张新文为省政协副主席，选

举秦传滨为省政协秘书长，选举165
名政协委员为省政协常委。委员们
以热烈的掌声祝贺新一届政协山东
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诞生。

选举之后，葛慧君主持闭幕大
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山
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山
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
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
委员会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
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山
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葛慧君说，在中共山东省委领
导下，经过全体与会同志的共同努
力，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林武书记在开幕大会
上的讲话，总结回顾了过去一年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

充分肯定了十二届省政协工作和广
大委员履职奉献，对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锚定“走在前、开新局”
提出了明确要求，体现了省委对政
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政协委员的
信任厚望，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政协
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
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葛慧君说，这次大会选举产生
了十三届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和主席
会议领导班子，选举我担任省政协
主席，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省
委对我们的重托，是全体委员对我
们的信任，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部署要求，
牢记使命、恪尽职守，严以律己、勤
勉工作，紧紧依靠广大政协委员，努

力开创山东政协工作新局面。
葛慧君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十三届省政协的起步之年。我
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在中共
山东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走在
前、开新局”，着力“聚共识、固团
结”，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
汇集改革发展智慧、凝聚团结奋斗
力量，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
谱写新篇章。要坚定不移把牢正确
的政治方向，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就是责之重
者，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
为根本政治原则，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切实扛起服
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担当，把助力“走在
前、开新局”作为履职主线，紧扣建设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个总抓
手，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围
绕省委部署的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
究，精准建言资政，在融入大局、服务
大局中提升履职质量、彰显政协价值、
释放制度效能。要广泛汇聚共同团结
奋斗的强大合力，坚持党的领导、统一
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最大限度把各方
面的智慧发挥出来、集聚起来，以协商
聚共识、以共识固团结、以团结铸合
力。要激扬事争一流奋发有为的政协
风采，树立“政协出品必是精品”的意
识，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工作创新，提升“五大平台”建
设水平，擦亮“有事多商量”协商品牌，
全方位、全链条、全过程提速进档、提

质增效，推动新一届政协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干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

葛慧君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
神，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鼓
昂扬之气，扬奋进之势，汇聚起“一起
来想一起来干”的磅礴合力，不负时
代、担当作为，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还
有：赵志浩、姜异康、陈光林、徐海
荣、夏红民、白玉刚、刘强、曾赞荣、
李猛、王爱国、张海波、江成、张江
汀、孙立成、王随莲、王良、齐涛、王
云鹏、王华、凌文、范华平、范波、宋
军继、周立伟、张甲天、霍敏、顾雪
飞、唐洲雁、王艺华、吴翠云、郭爱
玲、赵家军、于国安、雷杰等。

（据大众日报客户端）

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谱写新篇章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林武周乃翔陆治原出席 葛慧君当选省政协主席

王书坚林峰海孙继业王修林程林刘均刚孙述涛段青英张新文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表决通过各项决议和报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邱芹
通讯员 黄平义 报道）1月15日，记
者在魏桥创业集团2022年工作总
结表彰大会上获悉，2023年，魏桥
创业集团将全面布局和推进以新能
源汽车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魏桥创
业集团董事长张波表示，2023年是
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布局的关
键一年，我们将和项目所在地政府
通力合作，做好各项要素保障，确保
各个项目在整个战略布局的大框架
下协同、高效、稳步推进，力争在“十
四五”末滨州市新能源汽车相关产
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记者了解到，2023年，魏桥创
业集团将突出项目建设，全力在装
备制造产业发展上实现新跃升。

一是抓好在建项目建设。魏桥
轻量化基地挤压结构件项目和宏钧
高性能泡沫铝构件项目，要加快设
备的安装调试和全面达产；中德宏
顺循环科技园，2023年再建成一条
再生铝生产线和一条报废汽车拆解

破碎生产线。二是全面布局和推进
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新兴产业。
落地动工一批新项目，包括：在邹平
魏桥轻量化基地内新建年产13万吨
铝合金新型工业型材项目；在邹平经
开区规划布局新能源乘用车及全铝物
流轻卡产业园，在滨州经开区建设新
能源乘用车汽车产业园；在滨城区高
铁片区建设轻量化铝型材项目和新能
源全铝挂车项目；在惠民县建设大
型一体化压铸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包总成项目；在滨州高新区布局
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基地。

2022年，魏桥创业集团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按照各级保运行、保就业、保稳定的
部署要求，认真传承张士平老董事
长的家国情怀和创业精神，大力实
施“六大战略”，迎难而上，砥砺奋
进，使企业得到了更加持续、更加健
康的发展。企业一系列新项目建设

稳步有序推进。开展了多个智能化
改造项目，包括宏杰纺纱绿色智能
化改造项目、气流纺绿色节能降碳
智能化技改项目、高档涡流纺技改
项目、绿色智能印染工厂升级改造
项目、威海纺纱绿色智能化改造项
目，均陆续建成投产。滨州纺纱绿
色智能化改造项目正在建设。魏桥
轻量化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其中挤
压结构件项目，新安装了36台进口
数控加工中心、15套挤压铸造机，
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520万件；全
铝车身总成项目，表面处理车间面
漆线已于2022年11月试生产，形
成了“型材—冲压—集成—表面处
理”的完整生产线；工业铝型材项目
进口挤压机正在调试，投产后高端
工业铝材年产能将达到7000吨。
中德宏顺循环科技园项目，建成3
条废铝回收生产线；第一条汽车拆
解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魏桥国
科科技园北区8栋楼和体育馆已投
入使用；南区6个学院已基本建成；

邹平和滨州两所渤海实验学校高中
部正式招生运行。深圳湾区总部项
目于2022年11月正式奠基开工。

据悉，魏桥创业集团境外项目
也取得了积极有效进展。印尼宏发
韦立氧化铝公司生产氧化铝206.8
万吨，实现产销平衡；燃气分厂至电
厂飞灰再利用项目正在建设中，近
期具备投运条件。海外事业部积极
探索“绿色魏桥”国际化传播与实践
新路径，在中国和德国注册和传播
两个绿色低碳铝品牌；围绕“科技魏
桥”建设，打通海内外双循环科研创
新通道，魏桥欧洲科技与创新中心
挂牌成立，成为集团整合海内外技
术研发、成果落地、市场开拓的重要
战略支点；利用魏桥德国属地优势，
克服疫情影响，成功参展2022年德
国铝工业展览会，展示前沿技术和
创新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成功举办
第二届国际轻量化论坛，打通海内
外技术研发、项目合作、人才培养、
科学普及的双循环发展通道。

魏桥创业全面布局推进
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新兴产业

将在滨州多个县市区落地动工一批新项目

强信心强信心 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亚洲最大、世界第二油系针状
焦生产企业，国内首家油系针状焦
对外出口企业，国内唯一生产石墨
电极接头用油系针状焦产品企业
……

这些响当当的名号，都指向同
一家企业——位于阳信县的京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位居第一不止步，创新引领再

升级。“我们着力延链条、强集群、
优生态，全力打造在全国享有话语
权、定标权的‘前驱体-负极材料-
锂电池’全产业链生产基地。”阳信
县委常委、副县长田洪刚表示。

豪气创新，“小企业”攻克核心技术难关
针状焦，一种制造高功率和超

高功率电极的优质材料。长期以
来，受限于这一领域研发制造力量
薄弱，国内市场很大一部分份额被
进口产品所占据。

作为一家员工不足500人的
企业，京阳科技不算大，但面对“卡
脖子”关键技术攻关，却拿出了十
足的“豪气”。

2017年企业投产以来，累计
投入研发经费2.3亿元，年均4700
万元；投入5.8亿元完成针状焦原
料精制装置、四期针状焦联合装置
建设等技术改造。

京阳科技组建以董事长王爱
平领衔的技术研发团队，成立滨州
市碳素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自主研发的同时，向行业协会、
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借势借力借

智，抱团共赢。
2017年企业第一塔合格针状

焦下线，次年实现企业工业总产值
翻番，利润由813.6万元增长至7.6
亿元，增长92倍；2019年牵头制
定《石墨电极用油系针状焦》团体
标准，2021年经炭素行业协会批
准，团体标准升级为行业标准；
2020年研发成功并实现批量生产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接头用针状焦，
打破国外生产商垄断局面。

短短几年间，企业紧盯高端针
状焦、沥青基碳纤维等关键领域，
实现从研究、掌握到创造的华丽蝶
变，获得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
专利 33项。企业知名度大幅提
升，快速占领国内市场，进而进军
国际市场，产品远销美国、日本等
国家地区。

深耕不辍，“小炭素”抢占大市场
随着钢铁行业供给侧去产

能、新能源汽车行业迅猛发展，
作为锂电池负极材料、高功率石
墨电极主要原料的针状焦，将成
为高端碳材料市场的一匹行业

“黑马”。
京阳科技不断加大新产品研

发力度，由单一高等级针状焦，增
加到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用本体针
状焦、高端接头用针状焦、高端负
极用针状焦等7种类别，产品更加

细化、多元化。
依托自主创新技术、先进加工

工艺，京阳科技成功与宝武集团、
杉杉集团、璞泰来等行业头部企业
达成合作，不断攻克行业难题，实
现技术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其
中，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项
目，在有效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的
同时，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利润率，
对锂电负极行业发展也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下转第三版）

创新引领，打造在全国享有话语权、
定标权的针状焦生产基地

针状焦产业地标
印上“阳信Logo”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马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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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

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
>>>全文见第四、第五版

提升“八大品质”勠力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实录（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