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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筑筑业业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今今年年已已见见成成效效
全市有资质建筑业企业已完成总产值55 . 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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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阚乐
乐 通讯员 柴德让) 今年，面
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不少行业都
在尝试转型升级，近日，记者从
市建管局获悉，建筑工程管理和
建筑业今年也在转型升级，并取
得了初步成效。截至目前，全市
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已完成总
产值55 . 4亿元，同比增长1%；实

现增加值 1 1 . 8亿元，同比增长
2%；实现利税5 . 8亿元，同比增长
1%；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技术创新贡
献率达45%。

据介绍，在转型升级具体工
作中，鼓励大企业采取“联合、捆
绑”等策略，通过资源整合的方
式，培育一批资产规模大、融资

能力好、市场竞争力强、资质等
级高的“龙头企业”和大型建筑
企业。督促有实力、有发展后劲
的二级、三级企业尽快升一级、
二级企业。对小企业则严把准入
清出关，引导低资质等级的施工
企业向劳务分包企业转型。

此外，全力推进建筑现代
化，强化企业科技投入，鼓励企

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
高校院所等合作，重点加强新
型建筑结构体系、新型墙材、建
筑节能、绿色施工等领域的技
术创新，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积极
开拓外地市场，支持本市建筑
企业跟踪国内外投资热点，围
绕重点区域、重点专业领域和

重点工程项目“走出去”发展，
拓展市场空间。支持市内优势
企业联合进入外埠市场，鼓励
市内企业与外省市大企业开展
合作，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城市
综合体等大项目建设，并支持
企业用足用好国家、省和市扶
持政策，大力拓展中西部、内蒙
和东北等新兴市场。

北北海海科科技技城城获获批批省省级级绿绿色色生生态态示示范范城城区区
为滨州首个，并获省级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金

本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耿英霞 杜锦 记者 阚乐
乐) 近日，记者从滨州市住建
局科教设计科获悉，滨州北海
经济开发区北海科技城申报
的省级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已
获通过，这是滨州首个获批的
建筑节能与建筑产业现代化
试点方面的城区项目，并获得
了今年的专项发展资金支持。

据了解，申报绿色生态示
范城区需具备区域、规划、建
设指标体系、建设规模、激励
政策等多项条件。其中示范区
建设指标体系分为了经济持
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
和谐四大类，每大类根据实际
情况要细化为若干小类指标，
涵盖低碳排放、集约用地、绿
色交通、绿色市政、绿色建筑、
绿色能源、固体资源、水资源、
生态环境、民生保障、高效管
理等内容。而在城区规划方面

上，要求起步区(先导区)内新
建建筑要全部至少达到一星
级绿色建筑标准，2年内开工
建设规模不少于60万平方米，
其中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开工面积比例超过30%，至少
有1个三星级绿色建筑，并重
点打造2个及以上有典型示范
意义的核心片区(建筑组群)或
标志性项目，建筑面积不低于
15万平方米，且在2年内完工
等。

滨州市住建局科教科工
作人员介绍说，北海科技城的
功能定位为“以研发创新为核
心引擎，以南部工业为创业孵
化、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构
建宜业、宜居、宜游——— 渤海
湾内独特的滨水、生态、科技、
新城”，其获批此示范城区有
自身优势，比如地域上，北海
新区是京津冀和山东半岛两
大经济区的连接地带，同时也

是环渤海经济圈与济南都市
圈的交汇点、济南都市圈的重
要出海通道，还是山东省对接
天津滨海新区的桥头堡，而北
海科技城正处于北海新区的
中心位置，可谓是北海新区的

“动力引擎”，向上服务港口经
济板块的产业阶梯，向下拓展
南部循环经济板块的产业发
展。同时，此区域用地以滩涂、
盐碱地、盐场为主，且不属于
基本农田，在综合开发建设
时，可以充分利用废弃场地，
增加土地利用价值。在示范建
设创新方面，北海科技城提出

“引水入城”的概念，通过内部
未来湖的开发建设，打造海韵
风情的滨海水城，增加城市绿
肺，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属于新立项绿色生态示
范 区 的 北 海 科 技 城 或 将 于
2 0 1 7年 6月底前通过综合评
估。

此次2015年度山东省建筑
节能与建筑产业现代化试点示
范项目、城市建设上，滨州还有
三个建筑项目获得绿色建筑示
范工程，其中滨州市中心医院门
诊医技病房综合楼被评为绿色
建筑示范项目一星，滨州医学院
附属医院门诊医技病房综合楼、
滨州市人民医院门诊楼扩建工
程被评为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二
星。

根据山东省建筑节能与建
筑产业现代化试点示范项目、城
市的通知要求，申报绿色建筑示
范项目要是公益性建筑，比如学
校、医院、图书馆等，获得绿色建
筑设计标识，或已通过绿色建筑

设计标识评审，并在取得设计标
识后两年内可竣工、目前在建，
同时，按照绿色施工有关要求组
织施工，未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等。

据介绍，滨州这三项医院建
筑工程在满足申报条件的基础
上，还涉及解决技术问题，比如
滨州市人民医院工程场地安全
范围内不存在电磁辐射危害及
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在室
外透水问题上，采用下凹式绿
地，道路和停车位采用植砖草等
透水铺装材料等。

通讯员 耿英霞 杜锦
本报记者 阚乐乐

滨州三项目获批
省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新世纪以来，十五年时间，滨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功
能日渐完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各商业区也迎来了快速发
展期，渤海七路核心商圈之外，一些新兴商业区开始崭露头角。
而作为新城区的滨州西城，随着人口快速聚集，城市重心西移，
商业价值急剧凸显，“西城核心商圈”的缺乏感日益明显，西城

的居民强烈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商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城商业中心项目应运而生。西城商业中心坐落于市政府广场

西侧，坐拥城市黄金地段，集住宅、购物、金融服务、休闲、娱乐等诸多业态，致力于打造
多功能一体、体现现代服务、倡导精致生活的大型核心商业街区。西城商业中心一经“筑
巢”，即刻“引凤”，在项目筹建期，既已迎来了欧尚超市、保税区进口商品展销中心、中影
星美影城巨幕影院、颐高国际电商产业园等多个重头项目的签约合作；此外，项目的儿
童城、美食城、女人岛等功能区也纷纷受到广大商家的青睐……6月份，项目承建方中建
一局将正式进场，筹备动工，一座新地标即将在滨州西城区核心地段拔地而起，为滨州
演绎不一样的精彩，给滨州人带来崭新的生活体验。

顺势而为

释放需求 创新转型

滨州人众所周知，滨州西城环境优
美，交通快捷，已经形成了新滨州的城
市核心景观休闲区、城市核心住宅区和
城市核心政务商务办公区。然而，西城
唯独没有形成一处核心商业区，虽然有
几处商业区，但都没有形成规模，无法
与老城区的渤海七路商圈相媲美，整个
西城几乎仍处在有城无市的状态中，西

城居民想要购物消费，大多数情况下还
不得不往渤海七路跑。也正是由于人口
的激增，政务商务的集中，西城对核心
商圈的需求日益迫切，商机凸显。

西城商业中心项目的建立及时地
满足了这一需求，进一步完善了滨州西
城的城市功能，及时把握住了商机。也
正因为如此，西城商业中心项目一经提

出，立刻引发了欧尚、中影星美、颐高等
商家的极大关注。

精彩无限 热点纷呈 闪亮滨州

欧尚超市 给你不一样的商超体验

欧尚集团1961年成立于法国，为世
界超市经营先驱者，是全球十大零售商
之一。欧尚集团年营业额281亿欧元，是
法国主要的大型跨国商业集团之一，也
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欧尚商超在经营中首次将“自选、

廉价、服务”三者融为一体，进驻中国以
来已为成千上万的中国顾客提供了优
质的服务。欧尚超市进驻滨州，不仅进
一步提升了滨州的商业档次，更将为滨
州市民带来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进口商品展销中心

将低价奢侈品送到家门口

国外“海淘”太慢，国内超市买太
贵，网购难辨真假——— 青睐进口商品的
消费者大多会有这样的感受。目前，在
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都有进口商品展
销中心，其中的进口商品种类繁多，囊
括了生活日常用品的方方面面。钟情于
进口商品的朋友们都不免会有这样的
感叹：如果滨州也有这么一家进口商品
展销中心，那该多好！

西城商业中心的建设将让这一愿
望变为现实。西城商业中心的滨州保税
区进口商品展销中心将进口食品、进口
日用品、国际化妆品、酒类、钟表等直接
引入滨州，减少进口商品的流通环节，
降低进口商品的流通成本，同时所有商
品均为100%原装进口，在海关、商检等
政府职能部门的严格监管下，商品的品
质和安全更加有保证。在“品牌保障、价
格低廉”的宗旨下，让消费者在切身体
验购物乐趣的同时，在价格上享受到最
大幅度的优惠。

巨幕影院

开启滨州影院“巨幕”时代

2015年2月，重庆首家中国巨幕豪
华影城开业；2015年5月，深圳首家全景
声巨幕影厅落户。从这些新闻来看，中
影星美影城—中国巨幕影院在滨州西
城商业中心签约建设，可以说将滨州的
影院服务业一下子拉到了时代的最前

沿。
所谓巨幕，是指放映银幕比宽银幕

电影的银幕更宽、纵向高度更大的电影
银幕，实现全景声效果，拥有超强的震
撼度、临场感，像是直接把观影者“拉
进”电影之中。中影星美影城—中国巨
幕影院将为滨州市民带来全新的观影
享受。

颐高电商

建设滨州商铺网铺一体化大平台

西城商业中心的滨州颐高国际电
子商务产业园由品牌价值达108亿的品
牌巨头——— 中国电子商务百强企业颐
高集团开发，定位为O2O模式、商铺网
铺一体化的国际商贸大平台。在颐高电
商园，商家同时在线上(网店)和线下
(实体店)从事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而商
贸城提供一站式的电子商务培训、网商
孵化升级、仓储物流配送等专业的配套
服务。线上线下同步运营，销售区域扩
展至全球，大幅提升销量和经济效益。

滨州颐高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涵盖
电商总部基地、网商创业中心、电商服务
体验中心、跨境电商馆、电子商务学院、
网货博览城、物流基地与智慧社区8大功
能板块，同时运营百城猫、阿里巴巴中国
产业带与Jat特色滨州馆(如淘宝、京东
等)、智慧城市APP等滨州市专属版线上
平台，全面带动滨州市电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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