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之窗

2011年12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经济专刊部 组版：戴乐

今日青岛B14

沙子口“三业并举”促经济发展
朱夏雅南 兰先勇 孙科

企业创新的“引导员”

近年来，青岛利群集团、华东
葡萄酒公司相继落户沙子口，为沙
子口民营企业群体注入了新的活
力。街道党工委多次召开企业发展
座谈会，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决定
从科技创新方面进行突破，由“指
导员”变为“引导员”转变政府职
能，从政策上引导和扶持企业走科
技创新之路。据了解，街道研究出
台了扶持重点、骨干企业发展奖励
办法。其中，汉缆集团率先响应，不
仅成立了科技研发中心，拨出专款
建设汉缆科研大楼，还引进了高压
超高压电缆超导绝缘材料项目，辖
区内有11个技改项目被列为青岛
市2011年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
计划，研发费用投资总额达4606万
元。

同时，沙子口街道积极扶持和
发展新生力量，使青岛华筑嘉业、
青锋科技、天鹅针织等一批新的企
业发展壮大。现在天鹅针织的企业
中心项目已被列入市级培育计划，
青锋科技欲投资6亿元建设青锋科
技产业园的项目也签订了投资意

向书，注册1亿元的青岛华筑嘉业
投资公司也完成了注册。

茶农经营的“向导员”

沙子口街道抓茶业，不是给
茶农下指令，而是给茶农做“向
导”。组织茶农进行技术培训，利
用各种渠道扩大品牌宣传，积极
扶持万里江茶场、北崂茶厂等茶
叶生产基地扩大规模，提升茶叶
品质。引导新老茶园全部实行统
一施肥、统一用药，统一管理。并
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严格质量监督
与检测，确保从源头上把好茶叶
质量关。同时将崂山茶与沙子口
旅游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崂山茶
的文化内涵，以实现崂山茶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目前，沙子口街道已拥有市
级标准茶叶生产示范基地2家，区
级茶叶生产示范基地6家，茶农联
合组织的茶农专业合作社一个。
崂山茶的种植面积已达2200余亩，
种植户达600多户，年产干茶叶90

余吨，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

山海旅游的“服务员”

近年来，沙子口街道党工委
认真分析区位优势，决心把山海
旅游这篇文章做足做大，使之成
为新经济增长点。街道先后投入
大量资金，重点修建和完善了百
雀园、九水沟生态观光园、万祥和
生态农业园和北姜生态经济园等
旅游景点，并鼓励华东萄萄酒公
司加强旅游项目建设，支持万里
江茶场扩大旅游开发等，使旅游
景点“遍地开花”。筛选出10个实力
较强、影响力较大的旅游企业参
加山海休闲游活动，并根据沙子
口“鲅鱼之乡”的地方特色，推出
了传承亲情孝道的“鲅鱼之礼”，
举办了“沙子口鲅鱼美食节”等，
成功搭建起一座沟通城乡的旅游
经济桥梁。

在此基础上，统筹沙子口资
源和区位优势，引进星级酒店，引
导和组织农民发展家庭旅馆项
目，创建“山海人家”服务品牌，并
大力开展家庭旅馆星级评定活
动，按不同星级制定奖励标准，最
大限度地动员和鼓励农民参与旅
游业，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目
前，沙子口街道的“山海人家”家

庭旅馆，已达120多户，床位1300多
个，已具备日接待游客3000多人的
旅游接待能力。

重点项目的“跟踪员”

今年1至10月份，沙子口街道
完成税收总收入59537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5%；实现财政收入
2450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速13。
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预计全年
实现销售收入60多亿元，实现利润
4亿元，工业总产值62亿元。

“沙子口街道经济发展能够取
得这些成果，得益于落实了科学发
展观，坚定地实施了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发展战略，并对企业、茶业、旅
游业以及有关重点项目抓住不放，
进行跟踪落实。”街道党工委苏书
记说，目前沙子口街道的企业、茶
业、旅游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同时
又有一些重点项目在沙子口落户，
街道将继续当好重点项目的“跟踪
员”，全力跟综推进青岛(中国)电影
城交易中心、六和集团、物理农业、
鲍鱼岛旅游综合开发，青锋科技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的落实，争取在
2012年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企业、茶业、旅游业，如今已成为引领沙子口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19日

上午，沙子口街道党工委书记苏本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句话概括了街道经济

发展的“秘诀”。做好企业创新的“引导员”、茶农经营的“向导员”、山海旅游的“服

务员”和重点项目的“跟踪员”推动街道经济发展。

给孩子最高品质的教育
——— 专访格兰德教育集团董事长倪贯翔

本刊记者 王笑

打造岛城首所

真正的私立学校

一走进倪贯翔的办公室，几
十所世界顶尖名校的吉祥物映
入眼帘。据倪贯翔介绍，截至目
前，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他已
经在40多所学校的校园里留下了
足迹。“我希望能够尽快地将这
百所名校都游历一遍。”倪贯翔
说，如果时间允许，他还希望能
够亲自在这些学校里待上一段
时间，并且找一个寄宿家庭，真
正地体验一把顶尖名校学生的
学习生活。

“一走进这些世界名校，所
能感受到的校园文化氛围，是绝
对不一般的。”倪贯翔说，现在大
部分的世界顶尖学校都是私立
学校，他们所提供的教育也都是
精英化教育。而就目前岛城中小
学的办学现状，受学生和家长热
捧的学校却往往集中在公办学
校当中，民办学校也多是为了均
衡教育资源，依据公办学校教学
模式而设。倪贯翔称，他希望能
够在青岛打造一所真正意义上
的私立学校，即区别于普通大众

教育的高品质精英学校。
“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

育，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根据教育
规律进行育人施教。”倪贯翔说，
现在的学生在应试的压力下，围
绕高考这根“指挥棒”来学习，这
是对教育规律的一种偏失。“教
育的最高层面是要教会学生如
何悟到智慧，其次是在价值观、
品性方面有所提升。”倪贯翔说，
在完成这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才
是授之学生以技能和知识，在这
种规律的指导下，学校才能培养
出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精英人
才。

10年之内建成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除了办成一所真正的私立
精英学校外，倪贯翔还计划在十
年之内完成格兰德十二年一贯

制学校。据倪贯翔介绍，让学生
接受一脉相承的教育理念，这对
他们的成才是非常有帮助的。根
据学校安排，2012年学校将正式
开始招收初中段学生。“如果学
校可以顺利实现十二年一贯制，
那么推行一个系统化的教育理
念就要容易很多。”倪贯翔说，现
在很多学校都在推行特色教育，
这虽然是对教育现状的一种改
进，但对于学生来说，这就意味
着他们每升入一所新的学校，就
要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这就使得学生在一种“摇摆的曲
线”中学习和成长，学生直到毕
业也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学习
理念和思维模式。

说起格兰德未来的规划，倪
贯翔称，他们目前已经开始面向
全球招生，现在全校外籍学生数
已占到5%。他希望学校可以利用

能够接受国际学生这一资质，将
学校建成国内外知名的学校。

“现在很多外国人都不能适
应中国的学习环境，导致大量想
学中国文化的人不愿来中国。”
倪贯翔说，他的目标就是办一所
既能培养中国孩子又能培养外
国孩子的学校。

传承中国文化，

融合外语特色

对于学校办学特色的定位，
倪贯翔提出了国学和外语两大
教学特色。“国学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一笔上等的财富。”倪贯翔
说，为了将国学融入到中国当代
教育中来，他主张把古代圣贤教
育和西方实践性教育相结合，在
落实道德培养和品格塑造的基础
上，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据了
解，目前格兰德小学已经开设了古
琴、太极、国画、围棋等极具国学特
色的必修课程。

另外，外语是倪贯翔引以为豪
的特色教学，为了摈除传统英语教
育“只重语法忽略交际”等弊病，他
特地从美国引进原版英语教材，并
聘用资深美国外交和中教联合授
课，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母语思维，
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倪贯翔说，比起以前，现在的
这批孩子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
享受到更优质更丰富的教育资源。
他希望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让孩
子享受教育，并且在快乐、健康的
教育中享受生活，享受成长。

校门为“原点”，

50米内不发烟草证

对于格兰德集团董事长倪贯翔来说，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精英学校，是他一直追求的梦想。出

身于海运事业，却决心在教育领域开创一片天地，他目前所创办的青岛格兰德中小学，其“学贯中西，慧

通五洲”的教育宗旨已成为岛城学校中的一记品牌。在倪贯翔看来，育人教书，不仅要授之学生以技能知

识，更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懂人文、有担当的高品质精英人才。

近日，四方区举行烟草制品零
售店合理布局以相关规定听证会，
由区政府法制办负责人主持该项听
证会。四方区烟草专卖局首次明确
提出校外禁烟范围，中小学校、儿童
娱乐场所以大门的地面中心点为基
准，50米内不发烟草专卖许可证，不
能再设立卷烟零售点。

四方区烟草专卖局负责人介绍
说，按照这次进行听证的新规，校门
两侧各50米，就相等于100米的范围
内不能再设立卷烟零售店，不能再
发烟草专卖许可证。此外，四方区还
有相关规定，校外200米范围内卖烟的
网店，要张贴不得向未成年人售烟的
警示语。按照此次听证的新规，四方区
烟草零售店的数量控制在城区人口数
量的4‰以内，大约要发1400张烟草专
卖许可证，主要发放对象是残疾人、低
保户、烈属、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
体。此次听证会已经通过，四方区烟草
局将按照新规重新对烟草零售点进行
布局。

平度开通

“学校交通安全举报热线”

为抓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的交
通安全，平度市在政法委特设了“学校
交通安全举报热线”(88315148)，安排专
门人员接收社会各界特别是家长打来
的反映学生交通安全问题的电话，以
第一时间通知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和处
理。据了解，这是青岛市目前开通的首
条“学校交通安全举报热线”。

平度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所处
的位置不同，学生乘车条件也不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安全隐患。据平
度教体局长孙德良介绍，开通“交通安
全热线”是保证学生交通安全的措施
之一，目的是在对所有接送学生的车
辆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接受社会监督
和举报，降低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

(张德杰 李培强 王尧林)

滨海公路崂山段

规划通过评审

近日，崂山区建设局组织的《滨海
公路(崂山段)交通节点规划研究》通过
了专家组评审。

该项目主要是探讨滨海公路在未
来交通流达到高峰时可能出现的局部
交通拥堵，提出解决方案，适应未来用
地功能、节会效应所产生的交通需求，
以满足未来饱和性开发要求。根据周
边道路网规划，通过设置立交、渠化方
案和交通组织方案，提出相交道路交
叉口控制数量、交叉口布局形式等交
通措施，促进沿线城市建设发展，使滨
海大道成为一条拉动崂山区经济持续
发展的黄金大道。 (孙景军)

全市婚庆行业聚集城阳

15日，城阳婚庆商会举办“回顾
2011、展望2012”大型婚庆行业交流会。
交流会汇集了全市五市七区的婚纱婚
庆、主持摄影、庆典演艺、跟妆、婚车等
多业态婚庆界人士，总结全年婚庆行
业成绩，发现新的商机与合作机会，通
过全方位交流合作推动城阳婚庆行业
发展。

据了解，城阳街道办事处全力打
造的特色婚庆创意园区——— 城阳婚庆
创意园，汇聚了婚庆行业的八大业态
上百种产品及服务，是专为新人打造
的全业态、一站式婚庆服务乐园。

格格兰兰德德教教育育集集团团董董事事长长倪倪贯贯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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