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齐鲁产经 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胡淑华 美编：马秀霞

保保护护海海洋洋生生态态，，全全面面推推行行““湾湾长长制制””
山东5月底前建立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记者
谢丽聃) 日前，全省海洋与

渔业系统贯彻落实海洋强省建
设战略动员会议在济南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省委、省政府
近日印发《山东海洋强省建设
行动方案》，今年5月底前建立
全省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库，全面推行“湾长制”，加快发
展渔业“新六产”，到2035年，基
本建成海洋强省。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
王守信表示，“海上粮仓”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海洋生态牧场
建设异军突起，装备化、信息化
水平显著提升。远洋渔业快速

发展，实力从第四位跃居全国
首位。依法管海管渔能力不断
增强，全省海洋与渔业迈入了
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
轨道。2018年全面完成224个生
态红线区分类管控。加快编制
海岸线保护规划，健全自然岸
线保有率管控制度。实施海洋
生态修复、海洋岸线恢复、海洋
环境整治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等工程，5月底前建立全省海洋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库。

王守信介绍，我省将建
立健全近岸海域水质目标考
核制度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
制制度，全面推行“湾长制”，

开展胶州湾等重点海域入海
污染物总量控制试点。加快
编制省市县三级养殖水域滩
涂规划，今年9月份要全面完
成。实施近岸海域养殖污染
治理工程，年底前全面清理
沿海城市核心区海岸线向海
1公里内筏式养殖设施。

另外，加强沿海7市及主要
县(市、区)海洋预报减灾能力
建设，尽快完成市级海洋预报
减灾机构组建，切实履行海洋
观测职责，建立沿海重大工程
建设的海洋灾害风险评价制
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保障。全面参与国家“智慧海

洋”工程建设，提高海洋事务决
策的科学化、智慧化水平。健全
省市县三级海洋经济运行监测
评估体系，建立健全海洋经济
统计制度。推动实施“胶东海上
调水”工程。积极推进海洋牧场
与海上风电融合发展试验。力
争未来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20%以上。

根据规划，我省将高水平
建设“海上粮仓”，做强“渔夫垂
钓”等休闲渔业旅游品牌，培育
一批海洋生态牧场综合体，未
来3年建设70处省级以上海洋
牧场示范区，全省海洋牧场综
合收入达到3000亿元。打造一

批现代渔港经济区，加快发展
渔业“新六产”。

根据《行动方案》规划，到
2028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
破3 . 87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26%左右,海洋
创新动力强劲,市场主体活力
充沛,海洋生态良好,核心竞争
力全面提升,实现海洋大省向
海洋强省的战略性转变,在海
洋强国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到2035年,基本建成与海洋
强国战略相适应,海洋经济发
达、海洋科技领先、海洋生态优
良、海洋文化先进、海洋治理高
效的海洋强省。

我我省省发发布布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战战略略规规划划
到2035年，全部村庄基本实现现代化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记者
邢振宇) 乡村振兴山东方案发
布，在全国“富春山居图”中描绘
齐鲁风情画。近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乡
村振兴政策规划体系。根据规
划，到2035年，广大乡村“齐鲁风
情画”全面展现，全部村庄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日前，我省编制完成《山东
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并重点围绕乡村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专

题分别制定工作方案，配套实
施全省乡村振兴战略。

省委农工办副主任王宪介
绍，省委2018年1号文对全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
署。《意见》提出，到2050年，山
东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坚持因地制宜，展现山东风貌，
传承儒风齐韵，在全国“富春山
居图”中描绘齐鲁风情画。

省发改委副主任梁文跃介绍，
全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概括起
来，就是“13613”的框架体系。“1”，

即打造一个样板引领。聚焦为全国
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持
续的“山东方案”。

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省委宣
传部二级巡视员刘兵介绍，我省力
争到2020年乡村文化振兴取得重
要进展，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实现标
准化均等化。

根据规划，到2030年，山东
特色美丽乡村整体塑形，60%的
村庄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到2035年，广大乡村“齐鲁风情
画”全面展现，全部村庄基本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血血压压计计和和珠珠宝宝，，都都拿拿来来检检测测吧吧
本周五省计量院将举行免费检测活动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记
者 张召旭) 您佩戴的珠
宝首饰是真的吗？您家的血
压计准确吗？本周五，山东省
计量院将开展血压计、眼镜、
黄金珠宝等免费检测活动，
欢迎市民携带上述物品到省
计量院进行检测。

为庆祝第19个“5·20”世界
计量日，山东省计量院将于5月
18日面向市民开展血压计、眼
镜、黄金珠宝、人体秤等免费检
测及咨询活动。

记者了解到，省计量院下
属的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是国家质检总
局依法授权的国家级黄金钻
石质检机构。中心接受国家下
达的黄金珠宝玉器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工作，具有法定的、
第三方公正地位。该质检中心
的检验能力覆盖珠宝首饰及
各种贵金属的全部检验项目，
并承担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授权进行的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

活动时间:18日(周五)上
午8:30—11:30，地点:山东省计
量科学研究院(千佛山东路
28号)。

济济南南市市枣枣庄庄商商会会成成立立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记

者 王瑞超) 日前，济南市
枣庄商会揭牌仪式暨一届二
次会员大会在济南市召开。
省级老领导，济南市、枣庄市
等有关领导嘉宾及会员代表
共200余人参加了大会。

据不完全统计，在济南经
商办企业的枣庄籍人士约有2
万余人，创办大小各类企业上
千家，解决数十万人员就业问
题。枣庄籍企业每年为济南贡
献约100亿产值，缴纳税费近
10亿元。并在家乡经济发展、
社会教育等公益领域投入大

量人财物，有力支持了家乡建
设，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较大贡献。目前济南市枣庄
商会登记有170家会员企业，
覆盖建筑房地产、金融投融
资、文化传媒、品牌营销、制
造、餐饮、零售、商业贸易、医
药医疗、教育培训、互联网等
多个行业和领域，遍布济南各
个行政区域。

与会代表表示，要充分
发挥在济枣商企业的集体优
势，努力把商会办成政府信
任的、会员信赖的团结之家、
服务之家、发展之家。

本报滨州5月15日讯(记者
王瑞超) 15日，以“打造山东纺织
产业新模式，激活地方经济发展
新动能”为理念的“2018年首届鲁
纺产业节”，在滨州市正式拉开帷
幕。本次产业节由滨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和京东云联合主
办。

产业节上，魏桥纺织、华纺股
份、亚光家纺、愉悦家纺、东方地
毯等滨州纺织企业界代表，同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
了入驻“滨州国际电商城”的协
议。

有关人士介绍说，此次鲁纺
节，不仅是京东云科技服务山东
传统产业的延续，也将成为加快
纺织产业新旧动能转化，落实山
东省政府与京东战略合作协议，
提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契
机。

据了解，在产业数字化转型
的新时期，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颁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工业旅
游发展的意见》，提出结合“好品
山东”建设，推出一批高品质鲁
纺、鲁药、鲁瓷等商业品牌。鲁纺
品牌打造，随之提到了全省品牌
建设的战略高度。

加快纺织产业智能升级，成
了滨州纺织发力的重点。“十三
五”期间，滨州市委、市政府提出
了“打造1300亿级纺织产业集群”
的目标。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副会长张锡安坦言，滨州纺织产
业在思维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
新上的探索，代表了山东纺织行
业的水平。

京东也利用自身的数字化优
势，加快了“鲁纺上云”的进程。
2017年，由滨州市政府和京东集
团共同打造的“黄河三角洲云计
算大数据产业基地”，落户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该基地建成后，在
优化滨州纺织产业供应链资源，
加快地方纺织产业与互联网融

合，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上的作
用不可估量。京东云全国交付总
监查文雄表示：“京东云要从自身
科技特色出发，助力以鲁纺为代
表的山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本次产业节将作为京东鲁纺
系列活动的起点，除了让滨州当地
的鲁纺产业上行京东平台为客户
提供优质产品外，还将与山东省其
他地市政府及纺织行业协会、各类
纺织企业展开更多的合作。

对此，中国服装协会副秘书
长檀安慈表示，运用大数据，实现
传统产业向数字驱动和绿色驱动
转变，是鲁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滨州与京东展开合作，就是鲁
纺产业对接“互联网+”的重要实
践。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
会副会长徐建华表示，纺织行业
要站在产业集群和品牌建设的视
角来发展，以形成领先企业对产
业成长壮大的引领作用。

葛产经资讯公公交交车车上上的的
集集体体婚婚礼礼

云技术激活传统产业 高科技转换新旧动能

首首届届““鲁鲁纺纺产产业业节节””滨滨州州开开幕幕

近日，11对来自中建系统的新

人，在公交车上举办了集体婚礼。

他们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项目，常年

奋战在项目生产一线。举办集体婚

礼是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的好形

式，也是中建八局二公司坚持“以

人为本”、开展“五福工程”、造福广

大员工的新举措。本报记者 王瑞

超 通讯员 刘新 摄

山山东东首首发发品品牌牌价价值值百百强强榜榜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记

者 张召旭) 近日，由山东
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山东大
学联合主办的山东最具价值
品牌企业100强首次发布会在
济南举行。会上发布了山东最
具价值品牌企业100强榜单，
同时还发布了2018年度山东
省白酒品牌价值十强。

本次百强榜单涉及家
电、机械制造、医药、酒水、电
子、食品、服务等29个行业，
海尔、海信、浪潮、潍柴、青
啤、卓创咨询等入选。本次榜
单的推出是山东省品牌建设
促进会向纵深推广我省品牌
的一次重大举措和尝试，让
地方知名品牌走向全国。

山东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与山东省食品工业协会联合
依托相关科研院所、高校、资
产评估协会等专家，按照相
关国家标准，根据山东省食
品工业协会提供的近几年我
省白酒企业财务数据及各项
综合指标，结合全国白酒行
业相关数据信息以及我省白
酒行业相关发展情况，推出
了2018年度山东省白酒品牌
价值十强。景芝酒业、扳倒井
等10家白酒企业品牌总价值
达762亿元以上。

会上，山东省品牌建设
促进会发起成立了山东省品
牌官联盟，是山东省首家品
牌联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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