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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华龙一号”福清 5 号核反应
堆压力容器制造企业——中国一重公司
正忙着位于辽宁大连甘井子区的石化容
器制造基地项目建设。跻身世界一流核
电装备制造企业的一重公司近期接连签
下大单，其中就包括价值 15 亿元的石化
装备制造订单，这也促成公司迅速启动位
于甘井子区大连湾前盐基地项目建设。

一重大连公司副总经理冯晓明表示，
大连甘井子区“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

“保姆式”服务企业机制，为项目进展顺
利提供了保障。比如，大连临海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迅速审批通过价值 1.8 亿元的
码头、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
建 12 人专项服务小组，“专门负责手续办
理、资金拨付、现场管理”等服务，确保项
目建设难题一一化解。“在甘井子区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前盐基地建设非常顺利，
项目进展一点没有拖市场运营后腿。根
据市场情况，我们正计划将投资扩大到
28亿元。”冯晓明说。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重要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甘井子区近期推出的一系列高
效、贴心的特色服务正在形成有效激励机
制，域内企业对今后的发展信心十足。

目前，全球造船行业尤其民品市场低
迷，大连中远船务和大船海工两家国内知

名造船企业均面临严峻发展形势。对此，
大船海工公司党委书记郭炜表示：“虽然
市场不乐观，但这恰恰是我们集聚人才、
升级技术的良机，甘井子区给了我们足够
的支持，无论多困难，我们都信心十足。”
大连中远船务公司党委书记李明昕介绍
说：“前不久，我们遇到了融资难题，大连
湾街道主动帮我们联系金融机构解决困
难。此外，他们还帮助我们解决员工住
宿、子女上学等问题。对于企业最需要的
高层次人才，大连湾还专门设立‘大工匠’
奖，为高技能人才发奖金，帮我们留住人
才。”

大船海工不断实现技术升级转换，近
几年公司获得海洋工程设计和建造专利
70 余项，成功开发 300 英尺至 400 英尺
自升式平台 DSJ 系列船型，其中 DSJ300

型 、DSJ350 型 、DSJ400 型 填 补 国 内 空
白，成为我国首家具有自升式钻井平台自
主知识产权和总承包业绩的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企业。

记者了解到，从 2013 年开始，大连湾
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所在地甘井子区
大连湾街道每年专门设立 2000 万元科
技创新专项基金，建设 3000 平方米的创
业孵化基地和专项加速基地，鼓励企业自
主创新，不断壮大科技研发中心。目前，
街道内已经形成一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一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两个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辖区内有博士后工作站 2
家，区内企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863”计划和一批省、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为助推企业成长。甘井子区还专门

推出临界点企业支持政策，对年度产品销
售收入可能达到 2000 万元的新上工业
企业，重点培育，使之进入规模企业。据
介绍，截至 2016 年底，全区 115 家规模以
上 装 备 制 造 业 企 业 ，实 现 工 业 总 产 值
191.3 亿 元 ，占 全 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的
53.6%，比上年增长 16%。

“今年是甘井子区的‘营商环境建设
年’，我们通过全力为企业打造良好营商
环境，把政策制度体系的构建对标到走出
发展新路上来。以产业、创新、环境和作
风等领域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完善构建，保
障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甘井子区委书记宋诚说。据介绍，当地已
将装备制造业作为最为核心的产业全力
打造，接下来还将出台更具激励性的措施
吸引企业投资发展。

去年年底，民营企业吉瑞刀具到大连
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调研。相关负
责人了解到这家高科技装备制造企业落
地后将填补一系列国内空白，便迅速推出

“保姆式”服务，帮企业找到一处 2000 多
平方米的厂房，并免收两年租金。今年 2
月份，公司投产，迅速实现盈利。吉瑞刀
具公司负责人张伟说：“面对良好的市场，
在我们最需要的方面给我们支持，正是我
们企业最需要的激励。”

大连甘井子区精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

以好政策激发装备制造业潜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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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从深化京津冀
食用农产品产销衔接协作机制建设推进大
会上获悉：为进一步充实北京市民菜篮子，
提升三地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天津、
河北种植养殖基地（合作社）与北京市批发
市场签署《食用农产品“场地挂钩”供应保

障协议》，为三地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搭
建互通互助、互利共赢的对接平台。

2016 年，京津冀三地围绕食品药品
安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建设、食品领域全
产业链追溯以及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供
应等方面签署了 4 项合作协议，推动建立
了畜产品、蔬菜、蔬果等农产品“场厂挂
钩”机制。

“去年推行的‘场厂挂钩’制度主要针
对牛羊肉食品安全保障及供应。”北京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市场监管处处长李
江表示，目前北京 8 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已与河北省唐县及定州市、天津市蓟
县及北京共 7 家屠宰加工企业分别签订

《京津冀市场流通环节畜产品质量安全保
障供应合作协议》，并与河北大厂、易县、
定兴地区 3 家牛肉屠宰加工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确保首都放心肉工程保障供应。

本次签订的“场地挂钩”协议主要从
生产种植源头上为食用农产品提供了食

品安全保障基础。目前已初步选定河北
省及天津市具有一定工作基础、食用农产
品生产供应量较大的种植基地、贸易商、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作为产地准出
试点单位，与北京丰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
签订《食用农产品“场地挂钩”供应保障协
议》，以水果、蔬菜为两地产销衔接试点的
品种，先行开展产销对接。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丛骆骆表
示，今后三地将不断深化食用农产品产销
衔接试点的区域和品种范围。探索建设
京津冀一体化婴幼儿配方乳粉、畜禽产
品、水产品食品安全物联网主体信息互通
与共享数据库，构建食品安全物联网追溯
信息互通与共享数据库，实现进京食品的
全过程追溯体系。

京津冀食用农产品“场地挂钩”
从生产种植源头建立安全保障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
道：广东、江西两省卫生计
生委日前联合在广州举行

“粤赣流动人口信息全面对
接”启动仪式。即日起，在
粤江西籍流动人口可在居住
地办理婚育证明和生育登
记，而且办理时限从 15 个
工作日提速到 7个工作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
口司副司长余梅指出，此举
在进一步深化流动人口区域
协作，全面提升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水平，促进全国流动
人口“一盘棋”机制不断完
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5月 31日，广东全省共有流
动人口 4094 万人，其中跨
省流入人口 2926 万人，江
西 省 是 人 口 流 入 广 东 的
大省。

记 者 了 解 到 ， 按 照 规
定，广东省积分制入户、入
学都需要流动人员准备婚育
方面的证明，但以前往往需
要很长时间通过电话、传真
的方式核实身份，甚至要返
回户籍地办理。在粤赣两地
流动人口信息实现全面对接
后，在粤江西籍居民、在赣
广东籍居民在居住地就可以
办理婚育证明、生育登记，
计生人员可以快速从系统里
调出流出地人口信息。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陈义平介绍，为进一步满
足广大江西籍流动人口的生
育服务、办证需求，解决粤
赣两省卫生计生部门及时掌
握、跟踪服务、核实流动育
龄夫妇信息的迫切需要，两省从 2016 年开始启动粤
赣流动人口信息全面对接项目，互相开放全员人口数
据库信息接口，实现流动人口信息跨省实时查询、互
动、监测和统计汇总，用信息化的思维、大数据的理
念改革区域协作的流程和机制。

目前，粤赣两省全员人口信息系统数据对接接口
以及相关功能的调整已开发完成，并在广东和江西部
分地区试运行。江西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程关华表
示，未来粤赣两省将继续加大数据共享和应用，充分
利用信息系统搭建为流动人口提供便捷卫生计生服务
的平台；适时探索全员数据库与电子健康档案、电子
病历信息的跨省互联共享，为全员人口统筹管理系统
建设作出贡献。

用信息化思维

、大数据理念改革区域协作流程和机制

粤赣流动人口信息实现全面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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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标准化”的青岛标准
传统孕育未来。青岛，能走在国内“标准化”的前列，与这座城市的

工业传统以及政府推动密不可分。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青岛制造，

作为一张闪亮世界的名片，要想继续在国际上引领风潮，掌握“标准”的

话语权极其重要。海尔、海信、中车四方等企业也用在国际市场的抢眼

表现，诠释了“标准化”的力量，树立了一批“青岛标准”。

海尔：截至目前，海尔共组织研究、提报了 90 项国际标准制修订提

案，包括防电墙国际标准等。其中已发布实施 34 项，是中国提报国际标

准制修订提案最多的家电企业之一。

海信：截至目前，集团主持参与完成了 17 项国际标准、83 项国家标

准、109项行业标准的制修订，正在制修订的标准项目 123项。

中车青岛四方：截至目前，公司共参与了 14 项国际标准制修订项

目。已完成了 57 项国家标准、122 项行业标准，参与和主持标准均领先

各主机厂。

目前，青岛市承担了25个国际和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主

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74项、国家标准650多项、行业标准700多项。

青岛标准之所以遍地开花，政府的推动、扶持功不可没。

奖励标准化：青岛市政府在全国较早出台了《青岛市标准化资助奖

励办法》，奖励主导或主持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对参

与的单位，无论在全部参与单位中排名位次多少，均给予财政资金的资

助奖励，迄今共资助奖励 5330万元。以此引导企业掌握行业的话语权。

创建示范区：推进工业标准化与创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

建设了环保检测仪器、工程橡胶轮胎等 3 个企业标准联盟。目前全市有

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146 家，按照国家标准化工作改革的要求自我

公开声明 5065项企业产品标准。

明确大方向：2017 年 2 月 24 日,《青岛市“标准化+”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发布实施，这是国内率先以实施“标准化+”战略为重点的规

划。《规划》提出，全市将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文化建设、政

府管理等五大重点领域推进 17项“标准化+”，全面提升标准化工作水平。

以标准促进城市开放
底蕴决定高度。拥有开放基因的青岛，一开始就为青岛的“标准化”

注入了国际视野。而青岛实施的国际

城市战略，更把“标准化”引入了国际

轨道。

最近，青岛对标中国香港、新加

坡、旧金山等 10 个国际城市，制订了

《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指标体系》，包含了 5 个一级指标和 35 个二级指

标，比如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国际成长力、国际吸引力等，以国际标

准引领城市开放发展。

谈到青岛“以标准促开放”，青岛中德生态园就是最好的例子。中

德生态园是中德两国政府间仅有的战略合作园区，也是经国家批准的

全国仅有的国际标准合作示范园区。园区先行建立了可量化的 40 项生

态指标，其中有些指标为中国国内初次提出。严格的标准，保证了园

区建设水平，提高了投资吸引力。2014 年和 2015 年，中德两国先后两

次签约，将被动房示范项目、空中客车直升机项目落户中德生态园。

继“青岛制造”之后，青岛又在城市“标准化”上先行一步，蓄势发

力。常言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的“青岛标准”

将乘风破浪，为推动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贡献力量。

青岛青岛：：以以““标准化标准化++””接轨世界接轨世界
标准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标准促进世界互

联互通。正是对这一理念的高度认识，青岛在中国率先提出实施“标准

化+”发展战略，并与国家相关部门签署了 《关于推动青岛标准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建设合作备忘录》。青岛市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搭建好青岛

国际标准信息中心、标准化人才培育中心、标准国际化研究中心等平台。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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