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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为主体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2002年，原济宁丝杠厂
改名为山东博特精工股份
有限公司，实现了改制。“博
采众家之长，特色铸就辉
煌。”李保民将公司以后的
发展方向和重点，“埋”在了
公司的名字里。

在李保民看来，企业的
再发展，根基在于产品的质
量，想做行业的翘楚，就必
须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改
制前，丝杠厂主要为普通机
床提供配套。改制后的博特
精工则将目光瞄向了高端
市场，紧紧围绕国内数控机
床“排头兵”企业，努力为中
高档数控机床提供滚动功
能部件配套，逐步提升产品
档次，缩小与国际一流产品
的差距。

转型升级中，博特精工
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抓好新
产品开发。“确定好发展方
向，我们在分配、管理、研发
等方面都做了全面改革，有
了灵活的体制机制，企业才
能焕发新的发展动力。”李
保民说，为了为转型升级提
供支撑，企业先后与清华大
学、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等院
校合作，建立了国家机械工
业联合会认定的机械行业

唯一的“滚动功能部件重点
实验室”。

通过技术创新，目前博
特精工已成为高档数控机
床加工中心，高速、高精、环
保复合型设备配套就占到
了80%以上。

国产代替进口
产品上了高铁检修线

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几
十年，博特精工产品以质量
赢口碑，在取得的成就里，
最让李保民欣慰的，就是

“实现国外进口产品的可替
代”。这也是博特精工近年
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国内第一条高铁检修
线，就有咱博特精工的部
件。”李保民介绍，在这条检
修线上，来自博特精工的转
动丝杠是当时唯一的一款
国产关键部件。而为了实现
国外进口产品的可替代，这
些年，博特精工将目光瞄准
多个高端领域，注重突出

“专、精、特”产品特色，走产
品差异化的道路，以此增强
内生动力，加快产品升级。
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系统动
力丝杠、轨道交通控制系统
关键功能部件、军工装备配
套等三大板块系列新产品。
2017年，不断创新突破的博
特精工又开始实现为新能
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服务，

目前已经批量生产并取得
了很好的市场反馈。

虽然在产品生产和创
新上，博特精工已经领先行
业，但在李保民看来，国内
的装备制造业还与国外存
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
主要体现在发展环境上。”
李保民说，传统制造业的转
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整
个发展体系的更新换代，在
这个过程中，企业会在诸多
方面面临很大的压力，地方
政府的支持将会对传统制
造业的再升级起到关键作
用。近几年，济宁高新区营
商环境的改善和政府服务
企业质量的提升，将对整个
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
作用，博特精工也将借此东
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加
快产品升级，加速企业创新
成果的转化，把产品质量推
向一个新台阶。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记
者 于伟) 接高新区建设
局通知，3月12日起至月底，
金宇路长虹路口至火炬路
口之间路段封闭维修，济宁
城区5条公交、4条城际公交
路线有调整。

具体来说，城际公交
C601、C605、C620、B1线路，
将绕行火炬路——— 吴泰闸
东路——— 杨柳国际站点。原
置城国际站点、长虹路口站
点、济宁银行站点暂停使
用。置城国际站点调整到济
宁人才大厦换乘。

公交线路方面，5路、22
路、26路、66路、107路公交线
路临时调整线路。调整后线
路走向为：

5路：从薛口停车场发
车，沿任城大道—长虹路—
新 元 路 — 火 炬 路 — 洸 河
路—科苑路—红星路—琵

琶山路—车站东路—解放
路—建设路—车站西路，经
八里庙大桥、八里庙小区、
105国道至唐口万福泉宾馆
(刘集村)。暂时不经过火炬
印务、振宁汽修厂站。

22路：从明珠花园小区
发车，沿红星路—琵琶山
路—吴泰闸路—火炬路—
新 元 路 — 长 虹 路 — 金 宇
路—菱花路至许厂煤矿。暂
时不经过振宁汽修厂、火炬
印务站。

26路：从豪德商贸城发
车，沿105国道—太白楼路—
古 槐 路 — 红 星 路 — 建 设
路—金宇路—火炬路—吴
泰 闸 路 — 菱 花 路 — 同 济
路—诗仙路—瑞园路至济
宁科技馆。暂时不经过振宁
汽修厂、火炬印务、金宇路
洸府河桥、柳行村站。

66路：从永旺购物中心

发车，沿琵琶山路—金宇
路—建设路—吴泰闸路—
火炬路—洸河路—崇文大
道—同济路—诗仙路—瑞
园路—嘉达路—海川路—
广 安 路 — 瑞 园 路 — 群 英
路—松花江路—同济路—
菱花路—吴泰闸路—火炬
路—金宇路—琵琶山路—
永旺购物中心。暂时不经过
杨桥绿地、金宇路洸府河
桥、火炬印务、置城8号公馆
站。

107路：从亿丰时代广场
发车，沿金宇路—火炬路—
吴泰闸路—菱花路—327国
道至长济驾校。暂时不经过
振宁汽修厂、火炬印务、金
宇路洸府河桥、柳行村站。

期间，道路未封闭前按
原线路运行，道路封闭后执
行绕行方案。待道路修复
后，恢复原线路运行。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 (记
者 王博文) 11日，济宁高
新区图书馆走进大学园，开
展“埋下阅读的种子”公益活
动，为毕业季的学生们发放
免费的全文数据库阅读卡，
送上一份毕业“大礼包”。

当日上午10点，济宁学院
的18个班级、济宁医学院的7
个班级共计50余名毕业生代
表，来到“埋下阅读的种子”
公益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
学生代表发放了全文数据库
阅读卡，并介绍了阅读卡的
用途及使用方法。

“太好了，毕业作品的资
料终于有着落了。”一位毕业

生高兴地说。领取完全文数
据库阅读卡后，得知可在万
方数据、维普数字资源里，方
便快捷的浏览下载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往期专刊等数
字资源，毕业生们纷纷表示
这“福利”来的十分及时，为
他们解决了毕业作品的资料
获取问题。

同时，没有参与到活动
中的学生及市民也不用着
急，3月31日高新区图书馆还
将举办全天开放的“数据库
阅读共享站”公益活动。届
时，有需求的市民可在图书
馆一楼电子阅览室，免费浏
览和下载全文数据阅读库。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通
讯员 陈超 记者 孔茜 )

推送消防安全提示、传播
自救逃生技巧、入户宣传……
日前，济宁高新区公安消防
大队开展全方位宣传，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

据介绍，宣传活动中推
行的特色平台温馨提醒，以
微信公众平台、重点单位群、
小区物业群等为依托，每天
向关注人群发送消防安全常
识。同时，利用移动互联网短
信平台，向“五类”目标群体

发送消防宣传提示短信3000
余条。并利用楼宇电视、KTV
点歌屏幕、100余家单位LED
显示屏上滚动播出消防宣传
提示字幕，传播正确报警、自
救逃生的知识和技巧。

此外，社区消防宣传大使
还走进社区、广场，宣传文员、
网格员、派出所民警走进九小
场所，发放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彩页，讲解日常火灾预防、消
防器材使用方法，火场逃生自
救等方面的知识，提醒市民时
刻注意消防安全。

突出产品特色，增强内生动力，博特精工———

多多年年耕耕耘耘，，实实现现““国国产产替替代代进进口口””
本报记者 孟杰

作为济宁高新区最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博特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步伐从未停止。从早年
单纯生产普通机床配套，到现在产品走上高铁第一条检修
线，实现国外进口可替代，董事长李保民从没有将企业简单
定位为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校合作，引进培育高端人
才……博特精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带动区域制造业产业的
升级换代。

城区金宇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55条条公公交交、、44条条城城际际公公交交路路线线有有调调整整

高新区图书馆———

开开放放全全文文数数据据库库
毕毕业业生生们们高高兴兴极极了了

高新区公安消防大队———

消消防防知知识识““日日日日宣宣””
普普及及消消防防““小小技技巧巧””

博特精工不断引入新设备，推动产品转型升级。 本报通讯员 吴井山 摄

消防人

员为小

朋友讲

解消防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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