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乐陵：重点项目蓄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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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份量重的重头项
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往往越多。怎么办？
面对问题不回避、面对困难
不退缩，面对矛盾不躲闪，
乐陵市强化实行重点项目专
班顶格协调机制，坚持一切
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
干，持续打好打赢项目建设
攻坚战。

全球服务赛事最多，占
据国内体育竞技器材产品市
场90%的泰山体育产业集团，
是全省乃至全国体育器材产
业的龙头企业，也是省政府
重点项目，省新旧动能转换
试验区重大项目。泰山集团
的优势项目，就是乐陵发展
体育产业的优势。

3月31日，山东省省委书
记刘家义深入泰山体育产业
集团调研并作出指示：乐陵
要以泰山为龙头，大力发展
体育大健康产业，着力打造
千亿级体育健康产业发展集
群，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提
供强大支撑。

随后，山东省副省长凌
文，德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杨
洪涛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党组
书记、局长苟仲文等多名人
士的相继到访，为支持乐陵
打造千亿级体育产业提出15
条指导性意见，各方目光聚
焦下，一切快速推进。

4月28日，乐陵市把市委
常委会议开进泰山集团，专
题研究泰山体育(国际)产业
园建设相关工作，通过强化
专班推进、问题导向和服务
意识，帮助企业乘势而上，实
现“二次腾飞”。

“要拿出更强的举措、更

大的干劲、更快的速度，狠抓
重点工作攻坚，帮助企业把
疫情造成的发展损失夺回
来。”会上，乐陵市委书记樊
廷雷要求工作专班深入项目
一线，抓问题，促进度。

“今年，市委、市政府的
办公会多次开进企业项目现
场，为我们解决了10多项实际
问题！”乐陵市泰山体育产业
集团董事长卞志良深有感触
地说：“这在乐陵，史无前例。”

9月27日，乘着2020(第
38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
览会的东风，泰山体育 (国
际)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规
划面积2700亩，建设高端制
造和体育服务两大功能区，
重点打造器材生产、智慧体
育、赛事服务、体育教育、线
上体育5大生产经营板块，实
施碳纤维复合材料装备、智
能冰雪装备、智能共享工厂
等11个重点项目。

11月18日，总投资2亿元
的乐陵市体育馆综合体项目

签约。目前，泰山年产1000万
平人造草坪智能化生产项
目、年产10万辆碳纤维自行
车智能化生产项目、冰雪运
动装备及冰雪俱乐部已开工
建设，以泰山体育为核心的

“智慧体育+大健康”产业链
加速崛起，乐陵已然成为全
球健康体育产业瞩目之地。
乐陵规划用5年时间，通过加
强项目建设，打造一个千亿
级健康体育产业集群。

无独有偶。摊开乐陵新
的产业发展地图，这里除了
将打造泰山体育(国际)产业
园，还以星光集团为龙头，建
起集加工制造、保税物流于
一体的星光食品(国际)产业
园，以齐鲁制药、凯瑞英、有
研新材料等项目为龙头建起
医药化工产业园，依托金麒
麟、亚萨合莱国强五金等骨
干企业打造五金机械装备制
造产业园。四大园区正奋进
在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征
程上。

“乐陵人真诚务实、热
情周到，在齐鲁制药项目
的推进过程中，那种情真
意切的‘乐陵力度’、‘乐陵
温度’让我们没理由拒绝。
你们想让齐鲁制药在阿荣
旗投资，请先去乐陵学习
吧！”齐鲁制药集团董事长
李伯涛对乐陵营商环境的
点赞，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阿荣旗掀起波澜。

阿荣旗主要部门党政
领导干部3次组团，千里奔
波到乐陵汲取优化环境真
经：营商环境的态度、力
度、温度决定项目建设的
速度。

齐鲁制药乐陵医药产
园项目刚一签约，乐陵1名
市级领导和17个部门负责
人就靠上服务，市委书记、
市长经常不打招呼，深入
工地现场办公，解决实际
问题20多个。一期项目从开
工到投产，15个月投资15亿
元，刷新齐鲁制药项目建设
的新纪录，创造了“乐陵速
度”，彰显了“乐陵力度”，传
递了“乐陵温度”。

乐陵坚持“企业所需
即是我们所为”，真心诚
意、锲而不舍、高质高效服
务项目，让每件事情哪怕
是小事儿都尽善尽美。

在乐陵市丁坞镇，33
万平厂房勾勒的巨幅地块
上，总投资12亿的乐达现
代智汇综合物流园项目如
火如荼地建设，10幢主体
厂房已封顶。“这多亏了当
地各相关部门争分夺秒的
高效服务”。乐达项目负责
人怀武帅感触地说，年初，
怀武帅申办项目《施工许
可证》时，将《施工许可申
请表》等8项材料上传网络
平台后，不到1小时，行政
审批局工作人员就将证件
正副本送上了门。

乐陵市通过“服务升

级”，加快项目建设推进。
该市积极打造“企业会客
厅”，实行企业困难问题

“直通车”、市级领导包帮
项目责任制，创新推出“容
缺受理”、“受审合一”服务
模式，成立20个项目服务
专班，组建起“乐无忧企业
开办服务队”，12名“帮办
代办专员”全流程服务；同
时，推行线上环评、不见面
开标等网上办、秒批秒办
硬核举措，并发放“企业开
办大礼包”793个，为企业
节省成本74 . 5万元，实现
1000多项服务事项掌上办
理，让企业再次感受到“乐
陵速度”和“乐陵担当”。

“服务项目建设不能
搞一刀切，既要坚持‘一企
一策’，又要在细节、作风
上下功夫，用实实在在的
成效兑现承诺。”乐陵市代
市长陈光春介绍说，全市
上下还达成共识，政府部
门除提高审批效率外，更
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作
风，瞄准企业发展的“堵
点”、“痛点”、“重点”，打通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最后
一公里”。

乐陵市积极开展“通
堵点、解难点、推重点”集
中攻坚行动，对全市85个
重点项目建立堵点、难点
工作台账，按序时、按节点
完成建设目标任务。如今，
全市项目审批服务事项按
时办结率达100%，全市重
点项目开工率达100%。

眺望未来，繁花满树。
不负逶迤而来的春光，乐
陵市正以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为指引，昂首阔步，乘
风奔跑，全力提速重点项
目建设，向着“高质量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砥
砺奋进，为加快建设新时
代现代化新德州贡献乐陵
力量。

继成为省政府批复的首批
化工园区、省“智安化工园区”
试点单位、中国智慧化工园区
试点示范(创建)单位。不久前，
2020年度山东省数字经济园区
(试点)名单公布，乐陵市循环
经济示范园入选。

但多年前，这里还是占去
铁营镇11万亩土地却无人问津
的盐碱地，一首打油诗形象地
描述了这片土地的贫瘠：铁营
洼，铁营洼，十年九载红荆花，
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旱
不涝收盐嘎巴。

“不长庄稼，干脆让它‘长’
企业、‘长’产业！”换个思路是
出路。乐陵先后编制了总体发
展、产业发展、安全风险等“六
大规划”，充分挖掘这片荒碱低
效未利用土地的潜力，确定了
打造“千亿级智慧园区”的发展
方向。

如今，这个园区规划面积
20 . 1平方公里，累计投资90亿
元完成“九通一平”区域13 . 5平
方公里，建成创新创业中心、消
防中心、固废危废处置中心和
智慧园区指挥中心“七中心一
平台”，吸引47家企业入驻。

昔日盐碱涝洼地变成了
“聚宝盆”，该园区近五年的固
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50%、30%以上，形成了鲜明
的精细化工、医药化工产业特
色。齐鲁制药、凯瑞英、有研新材
料等一批行业“金字塔尖”项目，
正引领着一个千亿级高端医药
化工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1月25日，齐鲁制药乐陵
医药产业园二期项目现场，工
人们正在忙着调试设备。“这个
产业园规划面积1 . 8平方公里、
总投资100亿元，亩均投资达
450万元，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优选项目和2020年省重大项
目。”乐陵市循环经济示范园主
要负责人李涛自豪地介绍。

目前，该产业园投资15亿
元的一期项目已投产，产品畅
销欧美市场，今年实现税收
3000万元，是乐陵项目建设典
范；投资19亿元的二期项目12
月初即可达产；投资24亿元的
三期项目计划明年开工；并规
划5年项目全部达产，实现销售
收入120亿元、税收15亿元，吸
纳就业4000余人，建成全国最
大的合成医药基地，实现投资、
产值“双百亿”。

“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帮
团队、落地一批项目、崛起一
个园区、兴起一个产业”。冒着
零度以下的低温，山东凯瑞英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乐
陵籍清华大学博士唐强正在
凯瑞英项目工地了解设备调
试情况。

他身后，投资33亿元的凯
瑞英医药中间体产业链项目是
清华大学创新成果转化项目，
核心专家团队主要由清华大学
教授组成，包括中国工程院院
士金涌以及清华大学博士生导
师王金福、王铁峰等人，经过先
后9次对接洽谈和对6个县市区
深入调研，最终选择落户乐陵化
工产业园，并入选山东省儒商大
会高端化工十大示范项目，成为
山东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目前，凯瑞英已申报发明
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20余项、

技术成果鉴定3项；选用的自主
研发创新技术链，水平国际领
先，填补国内外行业空白，其中
盐酸羟胺催化法连续生产技术
为世界首创。”唐强说，项目全
部达产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羟脲磺胺类医药中间体生产
基地，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 . 6亿元，利税6亿元，吸纳就
业500余人。

凯瑞英项目的实施，是乐
陵市抢占战略新兴产业“金字
塔尖”，实施补链强群精准招
商，主动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
标对表的集中体现。随着清华
大学化工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有研科技集团新材料成果转化
基地、天津工业大学国家膜材
料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的落户乐陵，“研
发在京津、转化在乐陵”效应持
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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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体育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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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攻坚！全力突破！
2020年，枣乡大地重点项目

建设热潮涌动。乐陵以起步就是
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战斗姿
态，吹响承压奋进、逆势前行的
项目建设“冲锋号”。

2月18日，总投资112 . 4亿元
的乐达现代智汇综合物流园等16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4月27日，总投资43 . 9亿元的
有研新材料创新及成果转化基地
等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其中有
研新材料11幢主体5个月封顶。

8月12日，大雨挡不住项目发
展激情，总投资5 . 89亿元的乐陵
市农村饮水和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两个重大民生项目集中开工。

9月19日，总投资70 . 66亿元
的金高丽新材料产业园等12个项
目集中签约，为乐陵现代化产业
发展再次注入了“硬核力量”。

10月20日，乐陵市秋季重点
项目开工活动举行，总投资114亿
元的1 5个项目集中开工，投资
11 . 6亿元的金高丽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跑出了“签约1个月即开工”
的新速度。

10月27日，2020年省“双招双
引”重点签约项目——— 凯瑞英羟
脲磺胺类医药中间体产业链一
期项目调试启动，引领乐陵化工
产业园聚力奔向高端。

11月26日，投资10亿的泰山
体育(国际)产业园高端体育装备
智能制造项目，标志着乐陵打造
千亿量级体育健康产业迈出实
质性一步。

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
如何抓“六稳”促“六保”奋力夺
取“双胜利”？面对日趋激烈的区
域发展竞争态势，如何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在重点项目，重在抓
重点项目。”乐陵市委书记樊廷
雷如是说。今年以来，乐陵将重
点项目建设牢牢抓在手上，头拱
地、向前冲，以攻坚姿态、攻坚节
奏、攻坚精神化解困难、迎接挑
战，加快特色园区载体建设，完
善重点项目保障机制，优化政务
服务环境，掀起了一场紧起来、
动起来、干起来的项目建设攻坚
热潮和高潮。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
市投资13 . 4亿元的老旧小区改
造、专业市场建设、公园提升、水
系治理等十大民生工程如火如
荼，全市在建亿元以上项目47个，
总投资306 . 1亿元；新签约项目17
个，合同引资78 . 6亿元；新开工项
目38个，总投资276 . 19亿元；其中6
个项目入选2020年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项目库，3个项目入选2020
年省“双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
在3月13日召开的德州市招商引
资大会上，乐陵市囊括3个先进
县奖项。

齐鲁制药乐陵医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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