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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四版

评论员文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成龙

本报8月 5日讯 今天上午，
市委书记陆治原在市级机关会议
中心会见了聊城市委书记李长萍，
聊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百顺率领
的聊城市党政考察团一行。市政
协主席汲斌昌参加会见。

陆治原对考察团一行来青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今年以来，我们锚定“走
在前、开新局”，扎实推进落实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思路举措，着
力打造“六个城市”，以更大力度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迈出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新步伐。聊城市近年来各项事
业取得长足发展，呈现富强、创新、
开放、美丽、幸福、奋进的新面貌。
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对接
互动，深化产业发展、人才交流、外
经外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
携手为强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李长萍介绍了聊城市有关情
况。她说，当前，聊城正深入落实
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入实施

“制造业强市”战略，奋力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聊城。我们将认真
学习借鉴青岛市在产业发展等方
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深化交流
对接，探索产业配套合作，共同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在青期间，考察团一行实地考
察了我市有关园区、企业和项目等
情况。

聊城市领导王彤宇、曾晓黎，
青岛市领导孙海生、张建刚、常红
军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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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成龙
本报8月5日讯 4日下午，市委书记陆

治原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会见了枣庄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平率领的枣庄市党政
考察团一行。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参加会见。

陆治原对考察团一行来青表示欢迎，并
介绍了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我们

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
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锚定“走在前、开新
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按
照省“三个十大”行动部署，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枣庄区位优势明显，历史文
化厚重，产业基础良好，近年来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绩。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对接，
积极搭建人才、产业、开放等合作平台，链接
更多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陈平说，当前，枣庄正深入落实中央部署
和省委要求，大力实施“工业强市、产业兴市”
战略，以产业发展推动经济提速，奋力开创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新局面。我们

将认真学习借鉴青岛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做
法，加强交流对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在青期间，考察团一行实地考察了我市
有关企业和产业项目。

枣庄市领导张兵，青岛市领导于玉、耿
涛、孙海生、李红兵参加会见。

枣庄市党政考察团来青考察
陆治原会见考察团一行 汲斌昌参加会见

本报 8 月 5 日讯 4 日 至
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豪志
率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区市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赴北京部分企业
走访，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企业
一直以来对青岛经济社会发展
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围绕加快
合作项目落地、推动更深层次互
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

赵豪志先后走访了中国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物美集团、北
京比特大陆科技有限公司、洪泰
基金、抖音集团、曙光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股份有

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座谈交流。他说，青岛
是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自然
禀赋优越，海陆空交通便利，城市
宜居宜业。作为一座产业型城
市，青岛制造业基础雄厚，创新
策源能力强，开放优势明显，承
载着建设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
试验区青岛片区等重要任务，发
展活力十足。当前，我们正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工作
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实体经济
和招商引资、城市更新和城市建
设等重点工作，（下转第四版）

赵豪志率队赴北京走访企业

持续深化交流合作
推动实现共赢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薛华飞

本报8月5日讯 今天，政
协第十四届青岛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黄海饭店
会议中心召开，围绕“坚持改革
创新，争创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
市”开展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汲斌昌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

治协商工作条例》，传达了全国
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精神、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精神。副市长
常红军代表市政府通报我市
2022 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会上，10名政协常委、委员
围绕创新引领“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 （下转第四版）

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凝心聚力走在前
担当实干开新局
汲斌昌出席并讲话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本报8月5日讯 4 日，市
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邓云锋到
部分海洋装备企业调研。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部署要求，围绕实体经济
振兴发展，做好延链补链强链文
章，加快推动海洋装备产业做大
做强。

调研中，邓云锋先后来到哈

尔滨工程大学青岛科技园、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
等，走进展厅、实验室和工作车
间，深入了解海洋装备产业产品
研发、孵化，以及企业生产经营
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积
极研究解决问题。

（下转第四版）

邓云锋到企业调研时强调

推动海洋装备产业做大做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 博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本报8月5日讯 今天上午，采用中国

标准，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
和综合检测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我
国时速 35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次出口国
外，意味着“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雅万高
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
名城万隆，全长 142 公里，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
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是中国高铁首
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
目，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

此次下线的列车，是由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牵头，组织雅万高铁中方企业联合体成员
单位之一的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依托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中国标
准动车组先进成熟技术，适应印尼当地运
行环境和线路条件，融合印尼本土文化，进
行适应性改进，采用中国标准设计制造。

“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车体外观呈流
线型，采用银、 （下转第四版）

“中国标准”高铁从青岛“出海”
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列车在青岛下线，这是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次出口国外

8月5日，采用中国标准，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图为高速动车组试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羽
本报8月5日讯 今晚，2022第十四届青

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在奥帆中心
启幕。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刘敬民宣布开幕，世界帆船联合会主席李全
海在开幕式上致辞。

以“传承奥运、扬帆青岛，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为主题的本届帆船周·海洋节

为期10天，涵盖六大板块近50项赛事、交流、
文体、商贸活动。活动期间，还将首次举办沿
黄河流域体育与活力城市青岛对话。

开幕式上，刚刚获得 2019-20 赛季克利
伯环球帆船赛冠军的“青岛号”船员代表受邀
上台讲述参赛故事，与现场嘉宾观众共享荣
耀时刻；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
动组委会与达尔文市帆船俱乐部、克利伯风

险投资公司、国际航海学校协会进行线上签
约；青岛市与太原市、呼和浩特市、济南市、郑
州市、成都市、兰州市、西宁市和银川市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成立沿黄河流域省（区）体育
发展联盟；参加各项赛事活动的近 60 支队
伍，在围观市民游客的欢呼声中依次登场
亮相。

据介绍，今年的竞赛核心板块将加大赛

事供给，在去年“十一赛一营”基础上增加到
“十九赛一营”，赛事数量创历年之最。既举
办高端帆船赛事、也举办市民可及的赛事活
动，注重市民参与面、参与度的延伸，赛事数
量、规模、品质、影响方面实现新突破。

除帆船主题赛事、培训、交流活动外，本
届帆船周·海洋节将打造全民共享的体育嘉
年华。在奥帆中心、 （下转第四版）

2022青岛国际帆船周·海洋节启幕
刘敬民李全海出席开幕式

瓜果蔬菜的种植中，常受到植物线虫病
等病虫害侵扰，已成为农业生产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而定期喷洒除虫剂、除草剂难免
有农药残留。淡紫拟青霉等生物制剂，则破
解了这类难题：通过寄生到多种植物线虫的
卵和幼虫上，在其代谢过程中，产生具有杀
灭线虫活性的物质，抑制线虫的孵化或直接
使卵失去活性，从而杀死植物线虫。

在亿达未来智能动力谷，就坐落着一家
行业知名的生物制剂企业。这家企业生产
的淡紫拟青霉、腐熟剂、光合细菌液等生物
制剂，畅销农业领域。该企业从签约落地到

厂房建成投产，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这样
的高效率得益于园区推出的“定制化厂房”
这一贴心服务。

“产品销售情况挺好，全面达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8亿元，税收5000万元。”山东初农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丽丽告诉记
者，园区的厂房建设标准非常符合生产工艺
要求，同时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定制化装
修，让企业实现了“拎包入住”，“企业只需安
心生产就行，就连灯泡坏了这种小事，只要
一个电话就有园区服务专员办好了。”

（下转第四版）

亿达未来智能动力谷：
打造胶东半岛示范引领园区

刚竣工就引来22个高端制造项目，已集聚新旧动能转换企业和机构110余家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德银

园区简介
亿达未来智能动力谷位于平度市深

圳路以南、柳州路以西，总投资约10亿
元，占地160亩，规划建筑面积25万平
方米，是平度市首个高起点、高标准建设
的现代化“园中园”。园区以智能制造产
业为核心，重点打造智能制造生产加工
中心、智造研发中心、智能科技创新中
心、人才及配套服务中心，形成“一核四
心”产业生态闭环，实现生产办公、商务
办公、产业服务等功能有效集成。

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
市伟大。在招商引资竞争白热化的当
下，作为承载产业、项目的重要载体，
园区间竞争的关键也系于软实力。

何为园区的软实力？在“保姆式”
服务渐成园区“标配”的当下，“真心”
无疑是一块试金石，（下转第四版）

用真心换信心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佩洛西实施制裁
■佩洛西窜访台湾六宗罪

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
海空域实战化联合演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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