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山滨海新区：

四大主导产业奏响突破“新乐章”
3月11日，乳山滨海新区新

兴产业园的帕斯砜新材料项目
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安
装天然气锅炉。“上海生产线的
设备都搬迁到乳山了，预计3月
底前就能完成设备安装，办公
楼、研发中心的基础施工也已经
开始。”帕斯砜新材料工作人员
说。

帕斯砜新材料项目总投资
8 . 6亿元，是由上海帕斯砜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主要研
发和生产聚砜、聚醚砜、SeBS、
聚碳酸脂等高分子新材料，产品
将填补我国高端生物医用材料
的空白，打破跨国公司长期对我
国的垄断。

新材料产业是乳山滨海新
区新兴产业之一。为扭转房地产
业“一房独大”的局面，今年，乳
山滨海新区，按照“三年产业结
构大突破”目标任务，实施“产业
兴区、工业带动”战略，推动新兴
产业、健康养生、休闲度假、生物
科技等四大产业集聚发展，加快
构建主导产业体系，力争用3年
时间全区产值突破 500亿，5年
建成千亿级产业园区。

依托新兴产业园、食品与生
物科技产业园日趋完善的载体
平台，乳山滨海新区大力发展新
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食
品等新兴产业项目，打造新兴产
业聚集带。着重实施好骏翔科
技、鑫晟科技等新材料项目，加
快推进顶点科技、能源科技等节
能环保项目，加大鲁酱酒业、海
大生物等绿色食品项目建设力
度，力争年底前投产项目达到7
个，培植壮大新兴产业基础。

骏翔新材料项目是一家专

业从事汽车内饰材料研发生产
的企业，与同济大学、上海汽车
集团技术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研发
生物降解材料、汽车内饰复合
板，属节能环保产品，项目全部
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 15 亿
元。

发挥在手项目科研优势，乳
山滨海新区积极跟进在谈项目，
依靠中鲁果蔬汁、海大生物产业
园、华隆科技等企业，拓展生物
科技研发领域，引导利邦达海洋
科技等项目挂大靠强，启动东部
海洋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围绕
无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
兴战略产业和海洋科技产业吸
引项目聚集，打造产业承载平
台。

以争创国家养生养老示范基
地为目标，乳山滨海新区坚持以
点带面、示范带动，完善提升养生
养老模式，打响“养老之都、养生
天堂”养生养老品牌。产业发展规
划先行，乳山滨海新区将加紧与
北京、上海等专业健康养生规划
编制机构对接，高起点编制健康
养生产业发展规划，并积极引导
社会资本向香港平远、百合老年
公寓、老来乐公寓等重点项目集
中，增强康复保健、健康管理等全
方位配套服务，提升养老服务水
平，打造养老产业精品化工程。

抢抓中韩自贸区先行区机
遇，乳山滨海新区规划搭建“中韩
海洋文化体验之旅”旅游文化服
务平台和“美在韩国、养在乳山”
健康养生服务平台，促进休闲度
假产业和健康养生产业发展。

今年，乳山滨海新区计划与
济州岛联合推出“中韩海洋文化

体验之旅”互动旅程，提升银滩、
大乳山、多福山等景区知名度。深
度策划包装以医疗养生为主题的
特色美容旅游线路，打造与韩国
美容外科手术相对应的术后康
复、中医护肤、食疗护肤等旅游套
餐，延伸开发专项肺部功能康复
等养生项目产品，同时加快引入
韩资独资医疗美容机构，建设以

“医养融合”为特色的医疗机构，
切实打响“美在韩国、养在乳山”
品牌。

做优存量，推动休闲度假产
业上档升级。今年乳山滨海新区
将以打造精品、复合型景区为目
标，深挖景区文化内涵，加快旅游
项目建设，推动休闲度假产业上
档升级。加大对大乳山、银滩、福

如东海文化园等景区配套建设，
争取重点景区建设取得突破。深
挖景区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经典，
建设好福如东海、多福山等福文
化、道教文化。同时，依托临海优
势，大力发展大陶家、南泓南村渔
家乐休闲旅游、益天生态观光园
建设，打造集休闲农业、采摘体
验、宗教活动、旅游观光、商务餐
饮等为一体的现代旅游景区。

产业发展好，服务是关键。乳
山滨海新区建立起干部常态化分
包项目的机制，实行分包负责人、
联络员“1+1”服务模式，干部工
地现场办公，及时帮助项目解决
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为项目顺利
建设当好“保姆”。实行项目手续
全程代办服务机制，对项目审批

手续的办理情况明细成表，挂号
管理，并梳理项目手续办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分清责任主体，集
中解决一批“中梗阻”问题，提高
手续办理效率。

对项目的进展“掐时掐点”，
乳山滨海新区通过倒逼推进机
制，逐一分析研判在建项目，明确
推进计划和时间节点，跟踪督导
在谈项目，确定签约开工时间。乳
山滨海新区还通过考核激励的方
式，定期对项目进行达标考试，按
照“享受政策和履行合约相对等”
的标准，对项目进度、投资额度、
投资强度等条件进行会审，对没
有完成约定目标的企业，将调整
或取消部分扶持政策。

(姜俏俏 杨大杰)

抢占中韩自贸区建设机遇 完善“三大”园区配套

乳山滨海新区：为“三大”对韩平台创造“磁力场”

平整路面、开挖水沟、植树
绿化……3月9日，走进乳山滨
海新区新兴产业园，金佛山路、
联想路、渤海路等路段，随处可
见施工队忙碌的身影。

日前，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
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威海和
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合作被列
为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
范区。作为威海六大重点区域之
一的乳山滨海新区，发挥地处中
韩自贸区、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
位优势，迅速进入状态，完善新
兴产业园、食品与生物科技产业
园、塔岛湾保护区三大园区配套
建设，为搭建中韩制造业工业团
地、中韩食品与生物科技产业
园、中韩海洋文化体验区三大对
韩平台创造载体条件。

今年，乳山滨海新区加快推

进三大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为三
大对韩平台打好“地基”。在新兴
产业园，投资1 . 7亿元，实施金
银大道、金佛山路、联想路等道
路桥涵工程，全面提升园区水、
电、汽、路等配套能力；在食品与
生物科技产业园，投资2000多
万元，实施寺山街东段、昌盛路、
文圣路等道路路网、排水工程，
搬迁改造35KV南徐线高压线
路，新上35KV中鲁线等电网工
程；在塔岛湾保护区，重点完成
南北主干道—能源路主路面工
程，实现全程通车，推进东西路
主干道硬化工程，争取完成全路
段路基施工。

以新兴产业园区为载体，乳
山滨海新区瞄准韩国汽车行业
协会、汽车配件行业协会等各类
制造业协会，探索建设“乳山版”

韩式工业团地，承接首尔大型机
械制造等韩国高端制造技术转
移，形成相互协作、前后配套、

“链”接紧密的产业聚集区域。
在食品与生物科技产业园，

已有中鲁果汁、华隆食品等一批
出口加工型企业，与外合作基础
深厚。借助这一优势，乳山滨海
新区将积极与韩国食药处、食品
工业协会对接交流，探讨以政策
支持产业转移方式，引导韩国食
品深加工企业入驻。

乳山滨海新区集中了银
滩、大乳山、多福山等乳山最优
质的滨海旅游资源，近几年来，
滨海新区紧抓旅游市场国际化
的机遇，借助“中国最美海岸
线”美誉，提升旅游品味，深耕
滨海游，打造了滨海休闲、文化
休闲、康体养生等系列旅游产

品，并有针对性地走出去，拓展
韩国等海外市场，每年接待国
内外游客500万人次。

借助中韩自贸区建设的
“东风”，乳山滨海新区旅游产
业发展乘势而上。今年，乳山滨
海新区计划与韩国济州岛联合
推出“中韩海洋文化体验之旅”
互动旅程，引进韩国旅游开发
企业，共同打造休闲旅游项目，
提升大乳山等已有景区知名
度，适时启动塔岛湾自然保护
区开发建设，推进海洋旅游和
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借助
全市加强与韩国大旅游社的交
流合作，在乳设立可经营出境
业务旅游社的机会，积极推动
中韩旅游互动，促进两岸文化
交流。

(姜俏俏 杨大杰)

▲建设中的威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乳山“渔民节”
催热民俗游

近日，在乳山滨海新区大拇
指广场对面的海滩上，乳山渔民
们迎来了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
日——— 渔民节。在“渔民节”祭海
仪式上，当地的渔民们将花生、大
枣、荔枝、核桃、桂圆等献给大海，
向大海祈福。

祭海活动在乳山滨海新区有
着悠久的历史，近年来，祭海方式
悄然发生变化，渔民把传统民俗
与现代环保理念融合在一起，用
插彩旗、放鱼苗等新方式祭海，既
节约又环保。

饱含民俗风情的祭海仪式，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成为他们
了解乳山滨海新区，体验民俗文化
的渠道。在传承渔家民俗文化的同
时，乳山滨海新区巧妙地将节会与
民俗游相结合，推出了一批像小青
岛、大陶家、南泓“渔家乐”等独具
地域特色的渔家民俗旅游。

（冯琳 杨大杰）

乳山滨海新区智创科技企业孵化园迎来首批电子商务企业
3月10日上午，乳山智创科

技企业孵化园迎来首批电子商务
企业集体入驻。据了解，智创孵化
园此次入驻电商企业共有15家，
其中有乳山金果、御姜堂、水云春
茶叶、永隆、威宝等拓展电商发展
的当地知名企业，也有刚刚创办
的小型企业和个体电商。

“我家里做水产养殖10多年
了，近几年很多做电子商务的客
户都从我这边批发进货，他们网
上卖的价格高而且销量也很不
错，自己也对电子商务产生了兴
趣，想做电商却不会做。朋友推荐
到智创孵化园来考察了一下，对

他们专业的电商团队非常佩服，
希望在智创孵化园的帮助下快快
成长，早日毕业。”润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王经理信心满满的
说。

智创电商孵化营是针对入驻
电商企业举办的电子商务培训。
据智创孵化园电商运营总监孙颖
告诉记者：“针对许多电商创业者
专业人员缺乏、电商技术不足的
问题，开设智创电商孵化营，不仅
可以为电商创业者提供电商规
划、技术指导服务，而且还有专业
技术老师辅导，提供专业技术培
训。我们将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服

务平台，使园区形成电商人才聚
集的产业氛围。”

据了解，针对入孵企业，智
创电商孵化营将定于每周二、周
四进行免费的电商培训，让更多
电商创业者逐步走上一条电商
发展的捷径。

乳山智创孵化园集聚了电子
商务部、企业服务部、仓储物流园
区及电子商务人才培训机构等电
商资源，为企业及创业者“触网”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并期待能推
动全市电子商务发展。乳山智创
孵化园旨在打造一个集产品展
示、宣传、电子商务、办公、仓储、

物流、包装于一体的电子商务产
业聚集区，为广大怀揣电商梦想

的创业者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杨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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