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陲小镇变现代化滨海新城
三年间，北海经济开发区成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本报记者 张卫建 本报通讯员 张新全 樊福军

今日滨州 C032013年4月2日 星期二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亚茹

重磅

三年间，当地人
认不出城市新貌

走在现在的北海新区，最大
的感觉是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工业项目
接连落户，学校、公园、水库、绿地
等配套设施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这与三年前有着天壤之别。用当
地居民的话说“在这里住了这么
些年，以前没感觉变化多大，但这
两年却感觉一天一个样，真的都
快认不出来了。”

三年时间，昔日盐碱荒滩的
边陲小镇正逐渐成长为一座现代
化滨海新城。

“今年，北海新区要实施‘50
项重点工程’，对接‘10项重点推
进项目’，坚持科学发展，秉承绿
色发展，推动跨越发展，致力和谐
发展，力争在‘北部沿海崛起战
略’中率先崛起，成为滨州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全力打造生态港城、
美丽北海。”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袁朝晖
说。

工业项目投资创业
创下“北海速度”

数字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
数 字 却 能 最 客 观 地 反 映 成 绩 。
2012年，北海新区实现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01 . 1亿元，地方财

政收入2 . 2亿元，地区生产总值
10 . 55亿元，增幅均列全市首位，
与建区前相比分别增长 3 1 1%、
180%、75%。今年1、2月份，北海新
区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3 . 5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 . 07亿
元，较去年分别同比增长57 . 3%和
457%，增幅均列全市首位，圆满实
现首季“开门红”。

三年来，北海新区吸引了大
批国内外企业落户投资兴业。截
至目前，签约落户的园区和单体
项目达65个，合同总金额1444 . 3
亿元。千亿元级的新材料产业集
群显现雏形，总投资700亿元的北
海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氧化铝
和北海供热中心一期工程，仅用
一年时间完成投入71 . 2亿元并竣
工投产，单体项目投资额度居全
市之首，创下了工业项目投资创
业的“北海速度”。

在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北
海新区着力培育发展第三产业，
实施“服务业活区工程”，发展大
型物流、文化旅游、酒店餐饮、金
融担保等现代服务业。山焦国际
物流、北海大酒店、大千置业商业
步行街等项目加快推进。北海大
酒店实现主体封顶，投资1亿元的
大千置业商业步行街一期工程竣
工，部分商家入驻经营。

“九横十八纵”
主干道路框架初显

今年2月25日，滨州市政府正
式批复《北海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
(2011—2030)》。三年时间里，北海
新区累计投资34亿元，新建、改建
道路182公里，形成了“九横十八
纵”主干道路框架，建设桥梁10座，
安装路灯2500盏，完成排水工程
266公里，绿化面积260万平方米。

投资9 . 34亿元的2个220KV变
电站输变电工程通过可研论证；设
计总库容5000万方的北海水库一
期工程1500万方库区实现供水运
营；第一供热中心建成投用；第一
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加快推
进，第二供热中心、第二污水处理
厂前期工作全面展开，发展承载能
力显著提升。通过深入实施“林水
会战”和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城乡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

把改善民生
作为发展的着力点

北海新区成立三年来，管委会
每年都制定“十大文化民生工程”，
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着力点。

4月1日上午，投资过亿元，占
地1000余亩的黄河故道湿地公园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负
责人介绍，目前公园的景观基础
施工已结束，路面硬化等后续工
作将在今年7月份全部完工。公园
建成后，将结束北海新区没有大
型群众游乐场地的历史。

三年时间里，随着学校、保障
性住房建设、社区及新农村建设、
新农保、新农合等一大批民生工
程的陆续施工和投入使用，当地
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北海新区重点民生工程加快
建设，民生保障政策向全市最高标
准看齐。总投资2亿元、建筑面积6
万平方米的北海第一实验学校加
快建设；“大鼻子”平安校车实现城
乡全覆盖；公共租赁住房完成市下
达任务的105%。北海客运中心开
工建设，出租车、公交车投入营运，
数字电视实现村村通。新农保、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步入正轨，社
会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一年搭框架、三年大变样、五
年上水平，努力打造黄河三角洲和
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把北
海新区尽早建成经济繁荣、环境优
美、生活富裕的国家级高效生态经
济区。”袁朝晖说，“北海新区将成为
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先行
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环渤海
地区物流中心、蓝色经济集聚区。”

北海新区新貌。(资料图)

2010年4月2日，伴随着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滚滚热潮，北
海新区正式揭牌；同年9月29日，省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省级北海
经济开发区；今年2月25日，市政府批复《北海经济开发区总体
规划(2011—2030)》。三年时间，广大北海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
让这块“苦海沿边”的盐碱荒滩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昔日的边陲
小镇正逐渐变成一个规划科学、配套完善、产业崛起、宜居宜业
的现代化滨海新城，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和新经济
增长点。

“黄蓝两区中小微企业记者行”之走进滨州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胡杨林”挂毯，掀起发展一片天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本报通讯员 王冰 张秀涛

3月26日，2013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
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展览会上，来自滨州东方地
毯集团有限公司的众多产品备受青睐，其中最新产品“胡杨林”挂
毯在展会上一次订购出三千平方米。而据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崔旗介绍，为了做好“胡杨林”挂毯，他们花费了一年的
时间。

车车间间内内正正在在管管理理织织地地毯毯机机器器的的工工人人。。

开栏的话：
为了全面展示滨州市

中小企业风采，本报联合滨
州市中小企业局共同开办

“黄蓝两区中小微企业记者
行”专栏，栏目秉承服务滨
州经济、推动企业发展的基
本原则，对滨州市中小企业
的风范成绩、领军人物、特
色品牌、先进技术、一线职
工等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与
宣传，了解企业发展状况，
用企业反映行业，用镜头和
文笔展示企业文化，为企业
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即日起，本报也面向全市征
集有意展示成就风采的中
小微企业。

专栏负责人：滨州市
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科张
秀涛 齐鲁晚报·今日滨
州记者李运恒

专 栏 联 系 电 话 ：
18654399035

专 栏 电 子 邮 箱 ：
1471052538@qq.com

为做好挂毯

五次去新疆调研
2012年初，东方地毯集团有限

公司开发部决定做一个“胡杨林”
挂毯新产品，这个产品主要针对西
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少数民族。崔旗介绍，地毯以及
挂毯在山东、东南沿海等地都是以
酒店、商场等大型场所销售为主，
一般居民购买地毯的较少，而购买
挂毯的人就更少了。而在西北地
区，特别是新疆、西藏、青海等自治
区和省份，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地毯
以及悬挂挂毯的风俗习惯，“所以
在西北地区，我们的地毯和挂毯销
量很大，针对西北地区，我们也想
研发一些适合他们的新产品，于是
选择了西北地区最有代表性质的
胡杨林为题材。 ”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开发
部的工程师胡氏奇是这次“胡杨
林”挂毯的负责人之一。胡氏奇介
绍，2012年年初公司决定制作“胡
杨林”挂毯，但是胡杨林是生长在
西北地区的特有植物，不是生活在

那边的人都不会很了解。“单凭在
网上查资料看图片研究出来的东
西不一定真实。为了能够更加了解
胡杨林，我们决定亲自去新疆调
研，后来在新疆发现，胡杨林在春
夏秋冬四季里分别呈现不同的景
观，叶子也不是一样的颜色。我们
在乌鲁木齐、库尔勒等地到处寻找
胡杨林，拍照、收集胡杨林叶子的
标本，同时走访当地居民调查他们
喜好的颜色和尺寸。为了更好更完
善地调研，也是秉承公司精益求
精、认真踏实做事的理念，2012年，
我们去了五次新疆，走访了几十个
地方。”胡氏奇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挂毯一炮打响
五次新疆之行，持续一年的走

访调查，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开
发部的工作人员带回来大量的资
料，他们根据新疆居民的喜好，根
据胡杨林的真实颜色，于2012年年
底制作出了第一批“胡杨林”挂毯。

2013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
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于3月

2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
开幕。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
地材行业旗舰展和亚太地区最具
权威性的行业贸易性展会，每年3
月份都是全球地材企业及行业人
士关注热点。而此次东方地毯集
团有限公司也由董事长韩洪亮领
队，携最新研发的产品惊艳亮相
展区，获众多经销商的青睐。其中

“胡杨林”挂毯也作为最新产品亮
相展会，美轮美奂的“胡杨林”挂
毯被一位来自西北的客商看中，
带去的三千平方米挂毯也被这位
客商全部订购了。

每年生产地毯

800多万平方米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经过
19年的不断发展，目前已成为一家
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的综合性
企业，所生产的地毯遍布中国西
北、东南沿海等多个省份，同时还
出口。目前，集团产品出口美国、加
拿大、中东、东南亚、日本、韩国、港
澳台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崔旗介绍，公司现有员工600
多人，现每年生产的地毯达800多
万平方米。东方地毯集团先后荣
获“山东名牌”、“山东省著名商
标”、“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
牌”、“国家免检”、“国际环保”、

“中国地毯十大品牌”、“中外酒店
十大白金品牌供应商”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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