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美荣 张树锋

近日，由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等机构编制的
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
课题成果发布，济宁市兖州区入选2019年
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列第67位。此次
排名立足践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改善、
生态环境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和政府服务
效率等5个方面进行评价。

成绩正是兖州发展的真实写照。70
年来，兖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碧
水蓝天下，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映衬着
人民脸上的笑容，书写着美好生活的幸
福感、获得感，化作一缕缕新时代的咏
叹调。

老工业基地

焕发高质量发展蓬勃生机

作为中国民营 5 0 0强、国内重要的
橡胶制品基地——— 华勤集团总投资60亿
元，生产的自主品牌2 0 0万套通力载重
轮胎和1200万套的神州轿车轮胎已经投
入市场，轮胎的滚动阻力、湿地抓地
力、噪音等技术指标远远好于目前中国
自主品牌轮胎最好水平，与国际顶级产
品旗鼓相当，代表了中国轮胎最高水
平。

而兖州工业园区内的蒂德精密机床
投资3亿元年产1 2 0 0台的高档精密数控
机床项目被列为中国制造2025十大新兴
产业之一，也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首批优选项目，产品有效突
破了高档精密数控机床关键技术，在
加工精度、可靠性等技术指标上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在航空航天、军工、
船舶等高端制造领域可全面替代进口
产品。

华勤集团自主品牌轮胎和蒂德精密
数控机床，已经站在了国内行业的最前
沿。在兖州还有这么一批“拿得出手”
的企业、产品。在原有“工业立区”
“工业强区”的基础上，兖州近乎执著
于“新型工业基地”建设，重点产业项
目瞄向“中高端”。

特别是今年以来，新开工过亿元项
目45个，在建过亿元项目74个，其中过
10亿元的9个。6个项目纳入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点项目库，42个纳入市新旧动能
转换重点项目库。目前，已经有蒂德精
密高档数控机床等30个项目竣工投产，
为兖州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今
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6%。

企业技术创新

“聚焦”市场需求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现场观摩会走进太阳纸业，为了
证明纸巾是“可以吃的纸”，副董事长
李娜当场把一张纸巾放到矿泉水里，摇
晃了几下后里面的纸巾立刻变成了牛奶
状液体，李娜随即喝了下去。这一举动
“技惊四座”，观摩团成员啧啧称奇。

“技惊四座”，是太阳纸业背后强
大的研发团队，成功研发生产出世界上
第一张不添加任何功能性化学药品的
“无添加”系列生活用纸。“啧啧称
奇”则是太阳纸业聚焦市场需求研发新
产品，提升市场品牌的胆略和气魄。

天意机械抓住国家发展新型建材和
装配式建筑的机遇，创新施工技术和工
艺，成为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天意机械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达到40%
以上，并出口亚非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需求就是我们企业努力的方向，
装配式建筑颠覆了传统建筑模式，因其
造房子像‘搭积木’一样高效便捷，备
受国内外市场青睐。”天意机械董事长
刘洪彬介绍到。

兖州除了落实上级有关科技创新政
策外，还出台一系列技术创新扶持政
策，对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企业技术研
发、人才服务等平台给予资金支持。科
技创新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企业发展中，
并成为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
当前，全区共建立了国家级4家，包括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2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1处；省级4 9家，包括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省级院士工作站3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2家、省级工程
研究中心 2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省级众创空间2家、省级工程实验
室1家、省级国际合作研究中心1家、省
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处、省级一企
一技术研发中心20家。

放放管管服服跑跑出出

““兖兖州州加加速速度度””

村村设有代办员，153项服务内容下
放到镇一级，群众办事再也不用跑断腿。
在兖州，“一次办好”是共识，更成为现
实。它的实现得益于兖州“区镇村”三级
联动一体化服务工作的大力推进。

据介绍，兖州区围绕深化“一次办
好”改革，提升便民服务能力，以区镇村
三级一体化服务为目标，以帮办代办体
系、网上办理平台为两翼，以区镇村三级
联动为抓手，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标准
化、规范化、智能化建设，形成“镇村前
台综合受理、区级后台分类办理、镇村窗
口统一出件”的服务新格局。

“区镇村”三级联动一体化服务只是
兖州提升放管服质量和速度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兖州区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目
标，聚焦“省时”“省力”“省钱”，扎
实推动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地生根，释放红
利便民利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服务保
障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打造便民高效政务
服务环境，推进放管服跑出“兖州加速
度”。

在政务服务服务中心，照一个事项一
个二维码的标准，全部制作成二维码在大
厅显著位置及政务服务网站进行公示，方
便企业、群众网上查询办理流程申报材料
等信息，并可直接通过政府服务网进行网
上申报，达到最多跑一次，一次就办好的
效果。

放管服改革，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更
好地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兖州延伸服务，
健全完善基本建设项目会商会审工作机
制，全面推行容缺受理，采取“多评合
一”“多测合一”“多图联审”“联合踏
勘”“联合验收”“区域评审”等模式，
实现全流程联审联办，进一步提高建设项
目审批服务效能，确保实现一般性政府投
资类项目、企业投资类项目审批时限分别
不超过34个工作日和28个工作日。同时为
激发园区活力，在工业园区成立了投资服
务中心，为投资项目尽快落地成效提供
“一站式”“保姆式”服务。目前，兖州
区包含水电气暖在内的61家部门一千余项
政务服务事项已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
在济宁市率先将房产交易、纳税、登记三
项业务整合到一个大厅办理，真正做到信

息息资资源源““一一家家采采集集审审核核，，多多家家共共享享使使
用用””。

乡乡村村有有了了

““城城市市味味””

行走在兖州区乡村，几棵古树、几
幢老屋、一塘清水、一条磨盘路、一段
古桥、一段传说、一种手艺……告别晴
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兖州的乡村变
得更美丽。

乡村面貌的改善，乡村韵味的复
苏，背后是涌动的乡村振兴大潮。2018
年以来，兖州立足“产粮大县、工业强
县”实际，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为重点，着力推动产城融合、城乡
融合、平台融合、要素融合，探寻产粮
大县的乡村振兴路径，为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贡献兖州力量。

新兖镇牛楼社区，是兖州2011年建
成的新型农村社区，吸引了周边6个村
庄的1386户农民到此集中居住。农民上
了楼，生产生活还是否方便？“咱这
儿离着工业园区近，大伙儿多数都当
了工人，不再依赖农业生产。社区暖
气、天然气都上了楼，污水处理管道
也入了地，周边还有商场、公园等，
生活方便多了。”原牛楼村农民牛培
栋说。

2018年起推动乡村振兴，牛楼社区
党委又有“大动作”，他们依托泗河滩
地，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开始建设
“花海彩田”田园综合体。如今，牛楼
社区不仅有乡村旅游产业，还有苗木种
植、花鸟鱼虫市场、“牛楼味道”餐饮
等产业。“就是利用好临城靠厂这一优
势，把农民变成市民，把农村变成城
市，让农民真正从乡村振兴中实现‘收
入多元化、生活市民化’。”新兖镇牛
楼社区党委书记郭振江说。

乡村振兴的最终受益人是广大村
民。到2019上半年，兖州乡村振兴成效
初显：已有120个村庄达到美丽乡村A类
村标准，占比达57 . 42%；建成新型农村
社区27个，入住居民10 . 9万人；在山东
首批通过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认定，
基本实现“镇镇通天然气、村村通公交
车、户户通水泥路、家家通自来水”；
2 0 1 9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
10392元，同比增长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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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荣 张树锋

眼下正值三秋，兖州的40多万亩玉米在大型
玉米联合收割机的帮助下，仅几天时间已经收获
完成。随后的耕、耙、播等程序，也将是现代化
的农机设备来完成。实现现代农业全过程的农业
机械化，不仅改变了兖州人传统的耕种模式，提
高了农业耕种效率，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的体力
劳动。

多年来，依靠国家、省、市的农机产业政
策，兖州农机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无论从规模
还是实力不断膨胀，都成为山东省重点扶持的产
业集群之一，国家工信产建设的区域试点品牌。

兖州农机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
吸引了美国爱科集团、法国库恩集团等一批国外
农机巨头登陆兖州，与本土企业合作。联诚等一
批零配件生产企业与约翰迪尔、纽荷兰等企业生
产配套产品。

但近几年，国内农机市场销售不佳，在与兖
州农机企业交流过程中，提到最多的词就是“转
型”与“研发”。联诚农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研发并生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马力拖拉
机，产品从120马力到360马力不等，其大马力拖
拉机销往国内外。金大丰机械把核心技术、关键
配件掌握在自己手中，精深收获机械产业链，小
麦、玉米、大豆等联合收割机系列，取得了5亿元
的销售收入。山东大华机械专注于松深机市场，
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并入选山东“瞪羚企
业”。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兖州农机企业不约
而同把产品品质与研发放在最核心位置。

作为一个超百亿的产业集群，“兖州农机”
应该走出兖州，应用于农业，服务于农民，政府
是兖州农机品牌的“推手”。兖州区政府副区长
王学虎对于“兖州农机”品牌推广有其独道的思
维。据介绍，兖州区委、区政府把农机产业集群
作为兖州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来抓，出台政策
多形式鼓励农机企业扩规模、提档次、快转型，
特别是在自主研发上，引导企业与国内知名科研
院所产学研合作，在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工程技
术中心等研发平台，以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加
快企业产品升级和更新换代，传统产业正焕
发出勃勃生机。

□张美荣 宋波

9月13日中秋佳节，兖州区新兖镇大
马青村“蒲公英(端信)”夜堂挤满了村
民，来自本村的60多名群众，听了一场
“学会感恩，孩子与家庭共同成长”教
育讲座。这是兖州区开办“蒲公英 (端
信)”夜堂的一个缩影。

“蒲公英(端信)”夜堂是兖州区全力
打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特
色品牌。主要以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分
中心、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
利用每天晚上市民群众茶余饭后的空闲
时间，组织全区各级志愿者，紧紧围绕

新时代文明实践“五新”主题，深入开
展党的方针政策、兖州历史文化、移风
易俗、家风传承宣讲及科技、致富、卫
生、保健、书画、收藏、烹饪、机动车
保养等知识传授，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经过半年来的实践，受到群众的欢
迎，已初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机制。

兖州区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区委书记、区长任总队长。区直
有关部门分别组建16支专业志愿服务中
队，10个镇街分别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支队，437个村居成立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小队，全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队伍达到近2000人。

自今年5月份起，全区各中队、支
队、小队紧紧围绕“蒲公英(端信)”夜堂
精心策划活动，按照每周至少开展一次，
时间不少于90分钟的频率强力推进。全部
活动以讲、评、帮、乐、庆5种方式策划
进行。主要内容以“五新”为主题，主要
包括党的政策理论宣讲，端信文化、科技
知识、家风家训、法律知识讲座等，同时
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了各类联谊活动。
目前兖州区“蒲公英(端信)”夜堂已开展
各类活动1000多场次，参与人员4万多人
次。通过开设“蒲公英(端信)”夜堂教育
引导群众向上向善，推动了城乡精神文明
建设，带起了村居良好风尚。

“蒲公英”夜堂带起城乡新风尚

农机产业借新旧动能

转换突破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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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兖州西城区 隔李华星 报道
②山东蒂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200台高档

精密数控机床
③兖州区漕河镇四位老人游览龙湖湿地
④兖州区为民服务中心
⑤兖州龙湖湿地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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