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年时间投资 30 亿

完成 100 余项城建工程

“要求的提出，反映了上级
对五莲工作的关心、对市北跨越
发展的信心，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支持。”日照市北开发区管委
市政管理局丁月彩局长表示，开
发区近两年，巧借各方资金，利
用政策优势，仅用两年时间，就
完成了总投资近 30 亿元的 100

余项城建工程，潮白河综合治理
工程、北京北路(潮石段)拓宽改
造工程、污水处理厂、生物质能
发电项目、园区路网改造等一批
打基础、利长远的基础设施工程
陆续完工。

丁月彩摊开桌子上的规划
图，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开发
区在这两年时间里，基础设施实
现了根本转变。“种上梧桐树，招
引金凤凰”目标基本实现。

利用自身优势

吸引大项目投资

随后，记者来到日照市北开
发区招商管理局。

省政府提“蓝、黄”政策以
来，周边河山、两城、海西新区
等地发展势头都很猛。对于这
些优秀的邻居是怎么看待的
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局长赵增

琴介绍，“可以说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不能光想着‘大树底好
乘凉’，还有‘大树底下不长草’
一说。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开发
区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树立危
机意识和紧迫感。不夸张地说，
要时刻把自己想象成身处狼群
之中：要么缴械投降，被狼吃
掉；要么变得更强，与狼共舞。
人家是不会白白给咱们送馅饼
的，我们必须苦练内功，自己
争，自己去抢。”

据悉，今年以来，市北经济
开发区新签约实华天然气、润
禾·常春藤、世荣车饰等大项目 7

个，协议投资额 18 . 45 亿元；推进
诺亚游艇、上海电气风机制造、
博大生物、华瀚食品等在建项目
(工业类)16 个，预计固定资产投
资 24 . 8 亿元。9 月以来，开发区
领导更是奔赴各地，与年产 10

万台锌空气动力电池电动轿车
的“路坤电动轿车”、总投资 20

余亿元的“麦迪坤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另外，投资 1 亿元得海
吉尔电器也“借壳生蛋”下个月
即可试运行。

学习前沿先进做法

开辟建设新途径

日照市北开发区党群部书
记周永祥介绍，创新是推动进步
和发展的不竭动力。开发区要想
跨越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大
胆创新，努力在体制、机制上实

现突破。去年以来，我们学习先
进经验，采取了一些方法、措施，
开辟了开发区建设的新途径。实
话实说，这些措施其他先进地区
都已经用了好久了，但是我们还
是发扬‘拿来主义’精神，而且产
生了很好的效果。”

周永祥说，“其实什么叫创
新？以前没做过、没用过的，现
在开始学、开始做也算创新。因
为模仿所以超越。我们模仿是
为了更好的创新。比如说日本，
当年照相机不是日本发明的，
可是他们却通过模仿把照相机
做到最好；茶文化，中国是发祥
地，日本模仿、借鉴之后，现在
反而却是日本的茶文化全球有
名；还有他们通过购买别国专
利，消化吸收之后，根据自身实
际再创造自己的专利等等。可
见在一定阶段模仿也是本领
啊。我们现在的模仿是为了下
一步更好的创新。”

机遇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的。1-9 月份，日照市北经济
开发区完成业务总收入 218 . 98

亿元、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入 1 1 . 7 8 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38 . 8% 、31 . 7% ，全区工业规
模总量、发展速度、整体实力大
幅提升。随着开发区的快速发
展，不久的将来，在五莲这片沃
土上必将冉冉升起一颗璀璨的
明珠。

本报记者 徐艳 通讯员 李顺利

2012 年日照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突破发展县域经济”、“聚力突破市北经济开发区”的要求。一年多来，作为
相关政策的最大受益方——— 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利用政策优势，巧借多方资金，完成了总投资近 30 亿元的 100
余项城建工程。1-9 月份，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完成业务总收入 218 . 98 亿元、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入 11 . 78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8 . 8%、31 . 7%，全区工业规模总量、发展速度、整体实力大幅提升。

市北开发区内的葡萄庄园也别有一番韵味。

借力政策优势，巧借多方资金

今今年年 77 个个大大项项目目抢抢滩滩市市北北““宝宝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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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芊田数码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超
市对过，主要批发零售佳能、
尼康、三星等品牌数码产品。
每天推出一款原价999元的佳
能数码相机，特价699元出售。
凡在该店购买数码相机、摄像
机，即送价值80元数码相机清
洁套装，镜头布，读卡器，屏
保，所购产品终身免费清洗。

海尔家电

位 于 大 润 发 沿 街 8 号 商
铺，推出特惠活动，凡活动期
间惠顾该店的水晶城业主，原
价2899元海尔1 . 5匹定频空调，
活动期间享受2499元优惠，限
量100台，先到先得，另有精美
机罩等礼品相送。

苏泊尔专卖店

位于海曲东路15号友谊医
院对过，批发兼零售苏泊尔、
多星等品牌家用电器、厨房用
品，该店免费办理会员卡，会
员可享 8 折优惠，特价产品除
外。另外不定期推出特价商
品，目前推出苏泊尔豆浆机，
原价349元，现特价199元。

九阳冰蓝·净水体验馆

位于五莲路与景阳路路
口，荣信小区东沿街，主营九
阳冰蓝·净水机、康宝消毒柜、
油烟机、灶具、空气净化器、车
载冰箱，健康饮水爱家人，让
家人远离重金属污染。

益拓电子科技公司

位于王府大街电子科技
城B1-3-4，主营联想电脑、惠
普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系
列耗材零售及批发、专业加
粉。

迈盛数码

位于大润发沿街日照银
行北郊，主营苹果电脑、手机
等数码产品，凡进店购买苹果
电脑主机的顾客，可免费办理
会员卡，享受主机激活、剪卡、
安装软件等10项免费服务。凭
本报进店可享苹果配件5折优
惠。

海尔生活家电体验馆

位于海曲东路15号友谊医
院对过，专门经营海尔品牌家
电，现店长特推海尔净水设
备，使用顶级滤芯，可实时监
测家里的水质状况，为消费者
提供最佳饮水和生活用水。即
日起，持本报进店购买海尔净
水设备，可抵300元现金。

好自然净水机

位于济南路与兖州路交
汇处往东，主营好自然净水
机，采用净水器行业质量最好
的三角洲增压泵和进口陶氏
膜；可配套漏水保护装置；采
用顶级钢化玻璃面板，易清
洗；新潮磁吸式链接式机身设
计一分钟完成开门和滤芯更
换。送礼送健康，全场 8 折特

惠。

万家乐厨卫

位于海曲东路友谊医院西
门南10米，万家乐，做中国菜的
厨电。该店主营万家乐燃气热
水器、烟机灶具等。现推出御厨
套餐新品，优惠多多。万家乐，
24年专业制造，国内行业销售
领先。

京瓷复印机专卖

位于海曲路雪狼湖KTV

西100米，是京瓷复印机日照总
代理，近日推出最新款终身不
换硒鼓的小型复合一体机 (复
印、打印、彩色扫描、传真)另有
大型特价机及买一赠一的活
动。

星源电器

位于西海路与正阳路十
字路口西北角，主营稳压器、
报警器、遥控器、监控器材等
各种电器设备，是日照无线移
动数字机顶盒代办点，诚招南
湖、陈疃、西湖乡镇代理。该店
电器种类繁多，为您的生活带
去便利。

综艺传媒音像店

位于正阳路太阳城市场
西门南50米，主营车载CD、儿
童早教系列、早教机等。店长
是一名书画爱好者，创作了很
多工笔、山水、人物画，远销德
国和匈牙利。一次性消费满58

元赠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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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首发艺

位于海曲路友谊医院西门南
100米，消费满160元免费赠送价值
268元营养一套，诗蒂芬烫、染、护
仅98元，营养咖啡烫、染、护仅128

元，MOMENT烫、染、护仅198元。
持本报剪发5元。

尚雅形象设计

位于山东路与威海路交叉
口向南50米，为答谢新老顾客对
本店的支持与厚爱，特推出时尚
魅力发型秀 ,活动期间学生凭学
生证洗剪吹10元 ,特色个性染发
68元 ,烫发80元艾丽丝炫彩染发
98元；欧莱雅亮丽染发158元，送
护理1次；特色SAP烫168元，送护
理1次；雅度极品热烫228元，送
香薰护理1次。精品秀发护理套
组全部享有8折优惠。

禾·发

凡在该店烫发加染发可享8 .8

折优惠，送均衡营养一次；该店秋
季推出多款欧式风格短发发型，
短发烫发加染发可享8折优惠。

永琪美容美发

该店原价280元一次的烫发、
染发、护发现价各88元；原价180元
的皮肤护理，现价68元；原价280元
的精油开背，现价88元；原价280元
的肾部保养，现价88元。凭本报干
洗、精剪、造型最低10元，赠送修
眉，全场可享5 .8折优惠。

发仆发艺

“发从你心,艺从我心”。店内
环境优雅 ,设有4台电脑 ,染发烫
发的同时可上网、看电影 ,打发
时间。让市民打造美丽的同时 ,

享受快乐时光。持本报到店消
费可享受7折优惠。

艺格造型

位于望海路工商银行对
面，自2009年成立以来，以精湛
的美发技术和体贴入微的服
务，让顾客感受到“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四位高级发型设计
师，每年不定期去上海北京等
地培训，把最新的潮流趋势及
技术带给日照广大爱美人士。

时尚LR造型

位于日照路与望海路交汇
处往西50米路南，2010年被评为
日照星级名店，发型师均从事
美发事业10年，经验丰富，曾多
次获得国内大奖，今年刚从北
京托尼盖学习进修归来，为日
照爱美女士带来流行发式。

首尔造型

位于昭阳路派出所北1 0 0

米，推出会员卡充值优惠活动，
进店消费满500元送价值280元
营养一次。该店店长曾在广东
唯美造型发型总监研修班深
造，曾担任东莞卡门国造型技
术顾问。

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家刊登各种优惠信息，只要您有精彩的
商品，愿意为日照的读者提供特惠，都欢迎您联系我们！

主持人电话：辛周伦18663392811，王在辉18663054680；《逛街》QQ群：
321168665；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官方微博；微信：点击“朋友们”
→“添加朋友”→“搜号码”，输入qlwbjrrz搜索即可，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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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OBIKE单车生活馆

位于海曲中路许家楼长虹
大厦沿街,是美国GOGOBIKE山
东省总代理。童车、代步车、折叠
车、公路车等各式自行车 ,一应
俱全，适合竞赛、户外休闲、运动
等。该店每周六、日都会组织骑
行活动,店内所购单车,终身免费

保修。试营业期间 ,持本报消费
可享受9 . 2折优惠。

图腾骑行俱乐部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
凡进店购买自行车者，均可赠送
精美礼包一份。该店在天气允许
的情况下，每周日都会组织骑行
活动，放飞心情。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大自然足浴
地址：太原路与大连路交会处东

电话：153363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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