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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7月25日讯 (记
者 于伟 ) 2 0日，2 0 1 7中
国 (济宁 )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峰会在济宁高新区举行，
峰会吸引国内外200多家知
名软件企业分享行业前沿
理 念 ，探 讨 行 业 发 展 新 路
径。第十届中国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企业信用评价发布
会同步举行。商务部市场秩

序司原副司长、巡视员温再
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陈宝国，高新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调研员李
征等出席活动。

在峰会上发布了2017年
中国软件行业信用评价企业
及等级，评出AAA企业216
家、AA企业7家。会议还特别
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

中心的专家学者带来《大数据
征信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专题
讲座，慧与国际软件人才及产
业基地、山东英特力也做了典
型企业发言。

近年来，济宁把信息产业
作为牵动转型发展的战略抓
手，加快建设省信息技术产业
基地。作为信息产业集聚区，
济宁高新区汇集惠普、甲骨

文、IBM、华为、腾讯、中兴、软
通动力、中软国际、文思海辉
等产业大鳄，在建信息产业过
亿元的项目26个，规模以上企
业300家，信息产业实现从一
个项目到一个产业的飞跃发
展，加快形成以重点企业为核
心的产业生态圈，比如惠普信
息产业生态圈、华为节点云生
态群、英特力自主服务器生态

圈等。
2017年中国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峰会的举办，不仅对提
升济宁知名度、美誉度、影响
力意义重大，也有利于济宁在
聚集人才、资本、科技等战略
资源上形成更大“洼地效应”，
对明晰区域产业定位、打造人
才高地、促进经济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

东四路不堵了
左邻右舍都畅快

21日，在东四路和菱花路
街角新修建的休闲广场上，借
着广场的凉快劲，杨柳国际新
城的居民满长河不禁哼唱起
了小曲。

休闲广场西侧，是刚铺上
柏油的东四路，自南向北，清
晰的标志线、整洁的停车位、
规范的非机动车防护栏……
整改后的东四路让人眼前一
亮；北侧是5月份刚对外开放
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燥热的
天气也没能阻挡住居民来活
动中心休闲娱乐的热情。

“现在路灯亮了，绿化带
也整改了，道路平整又干净。”
满长河见证东四路从破旧到
焕然一新的整个过程。

“之前大大小小的车辆
多，从路口到北200多米都是
流动商贩，上班出不去，下班
进不来，我们很头疼。”满长河
回忆说，创城系列工作开展以
来，先是规范了街头的流动商
贩，后来整修了道路，从南到
北还画上了停车位。系列工作

陆续完成后，路不堵了，左邻
右舍心里也敞亮了。

“之前路两边的商铺多，
一些商户经常直接把污水倒
进井篦子，卫生状况也不好。”
满长河说，东四路井篦子和井
盖更换后，每天都会有专人定
时清洗井篦子。

除了硬件设施的改善，在
满长河看来，最大的变化还是
社区居民素质的提升。“以前
烟头顺手丢，现在可不这样
了，就是多跑一段路，也得把
烟头丢到垃圾桶里去。”满长
河说。

头顶电线消失
出门少了顾虑

柳行街道菱花小区始建
于上世纪80年代，基础设施不
配套，居民在小区内随意拉
线、扯线充电、照明的现象普
遍，不仅影响小区形象，而且
威胁小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

柳行街道组织专业施工
队伍进驻小区，在每排楼后面
挖地下沟，铺设管线，集中梳
理地上的线路，统一纳入线

槽。同时，线槽连接至各户的
电表，然后楼上的线槽通过地
下管道与储藏室的管线相连，
也解决了储藏室照明、充电问
题，困扰老旧小区多年的问题
迎刃而解。

现在的菱花小区，楼前楼
后再难见一条“飞线”，无论是
给电动车充电，还是储藏室照
明，都不再是居民的头疼事。

“以前头顶上到处是乱搭
的电线，一到下雨天，出个门
都非常担心，就怕有线头断
落。”菱花小区13号楼2单元4
楼的居民张先生称，虽然知道
存在安全隐患，但求个方便，
自己曾也是“飞线大军”中的
一员。“现在好了，储藏室里就
有电，照明充电不成问题，就
没人再乱扯了。”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
柳行街道抓细节、补短板，
把 群 众 关 心 的 热 点 难 点 问
题列入创城计划。目前已经
完成硬化道路 8 万平方米，
修补人行道板1 . 2万多平方
米，粉刷回迁区楼墙体3 5万
平 方 米 ，修 补 路 牙 石 6 5 0 0
米，逐步改善着辖区居民的
生活环境。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
(记者 于伟 通讯员
李云鹏)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省统计局日前
公布2016年度山东省100
强企业名单，济宁有4家
企业上榜，其中济宁如意
投资有限公司以537 . 30亿
元营业总收入位列全省
百强企业第27位。

受益于“一带一路”
转型升级智能制造项目
的产能扩大及国际化并
购项目业绩驱动，如意整
体经营情况良好、稳步上
升，成为国内纺织服装行
业的标杆企业。尤其在海
外并购方面，自2010年起
开始沿着纺织产业链的

前后端实施并购，目前在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英国、德国、法国等10多
个国家拥有20多个海外
子公司，其中并购规模最
大的是法国SMCP集团价
值13亿欧元。

如意还是沿“一带一
路”经济带发展的先行
者。从2013年开始如意就
超前决策、抢抓机遇，启
动在宁夏、新疆、巴基斯
坦等政策密集和低成本
地区新建智能制造项目，
形成“优质原料+智能制
造+互联网”的全产业链
创新经营模式和盈利模
式，超前成功实施产业转
型升级。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
(记者 于伟 通讯员
祝存波) “2016年度中国
工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示范项目及用户”日前
发布，山推股份公司携国
内首台DE17R智能遥控无
人驾驶推土机荣膺“中国
工业首台重大技术装备
示范项目”称号。

山推DE17R无人驾驶
推土机是中国智能制造

的典型代表。DE17R是国
内首创的无线遥控静压
驱动的无人驾驶环卫型
推土机，完全由山推自主
研发生产，开创了推土机
无人驾驶时代的先河，可
应用于建筑拆除、垃圾填
埋、抢险救援、军事排雷、
核能、水泥以及冶金等危
险、恶劣、高温的工作环
境。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
(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尚勇) 迪尔集团有限公
司海外事业部承建的印
度尼西亚肯达里-3 2×
50MW燃煤电厂项目1#锅
炉汽包日前吊装成功。该
项目将被打造成迪尔海
外工程建设新名片。

该项目位于印度尼
西亚东南苏拉威西省肯
达里市，于2017年3月16日
开工。工程内容包括2×

230T/H煤粉炉及其辅机
设备安装调试、2×50MW
汽轮发电机组及其辅机
设备安装调试及其他甲
方委托的工程。

为保证汽包安全顺
利吊装到位，项目部组织
技术人员不断优化吊装
方案，从人员、技术、安
全、设备等方面作了细致
的准备，确保了汽包的一
次性吊装就位。

国内外200多家知名软件企业济宁高新区分享行业前沿理念

聚聚合合战战略略资资源源，，释释放放““新新硅硅谷谷””效效应应

生生活活环环境境改改善善了了，，心心里里也也敞敞亮亮
创建文明城，不仅基础设施改善了，居民文明素质也在提高

文/图 本报记者 孟杰 通讯员 李庆平

“以前烟头顺手丢，现在可不这样了，就是多跑一段路，也得
把烟头丢到垃圾桶里去。”济宁高新区杨柳国际新城的居民满长
河说，除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创城给他最大触动还是社区居民文
明素质的提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的开展，如细雨般影
响着居民的生活。

山山东东省省百百强强企企业业
如如意意位位列列第第2277位位

山山推推DDEE1177RR遥遥控控推推土土机机
首首台台重重大大技技术术装装备备示示范范项项目目

印印尼尼电电厂厂汽汽包包吊吊装装成成功功
迪迪尔尔海海外外工工程程增增新新名名片片

新修建的休闲广场成了居民纳凉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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