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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阴有阵雨，北风短时南风2~3级，气温21～29℃。（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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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市推进“四城同创”工作动员大会召
开以后，市城管局立即启动全市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工作。记者日前就创建进展情况
采访了市城管局副局长颜景焱。

问：请谈一下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
意义？

答：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市委、市政
府着力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提升
城市品位和文明程度，改善全市环境质量而
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各级党委、政府履行
职责、服务群众，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重
要手段。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城市现
代化进程、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同时，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

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民心工程，不仅为
市民创造了宜居、宜游、宜商、宜学、宜业的环
境，也为后世子孙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资
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住建部自1992年
发起的。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估每两年进行一
次。申报城市必须是已获得“国家园林城市”
称号的城市。经过各级的共同努力，我市成
功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市”，为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问：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进展情
况如何？

答：4月10日，我市召开了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暨拆违控建工作推进会。按照

“四城同创”工作部署，安排年度工作重点和

周期重点工作任务，市政府与各区、枣庄高新
区签订创建目标责任书，建立了工作台账，对
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枣庄高新区任务进行
了明确，并就下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市创园
指挥部办公室于 4 月 17 日至 27 日对各区

（市）、枣庄高新区开展城市道路绿化和老旧
小区绿化专项调研活动，摸清实底、压实任
务、明确重点，为后期创建工作做好前期规
划。各区、枣庄高新区及部分市直部门已成
立创建机构、制定实施方案，并启动了创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

围绕年度150公顷增绿任务，各区确立
了部分公园游园建设项目和街头绿地改造提
升项目，高新区袁寨山公园、凤凰山公园已完

成设计，即将启动施工；山亭区各路口节点全
面实施提升改造；薛城区、市中区正在进行园
林绿化补植。按照创建指标要求，各区、枣庄
高新区以林荫路、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和道
路完好率为重点，在完成城区36条主、次干
道行道树补植的基础上，重点抓了园林绿化
工程提升和市政道路设施完善。

问：下一步如何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创建工作？

答：我们将围绕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
进度，坚持协调联动、系统推进，以园林绿化
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市政设施、市容市貌、
运行秩序、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全面提升城市
环境质量和城市功能品位。同时，进一步加
大宣传倡导力度，以“同创生态园林城·共建
美好枣庄市”为主题，坚持全员动员、全体参
与，积极呼吁市民爱绿护绿、积极植绿，营造
浓厚的创建氛围。

为确保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成效，我
们将统筹推进“四城同创”，（下转A2版）

同创生态园林城 共建美好新枣庄
——访市城管局副局长颜景焱

本报记者 张运永

本报讯 今年，我市以提升专利质量为导向，采取有效措
施，不断加大专利创造工作力度，提高发明专利申请量，推动
了专利创造高质量发展。1-4 月，全市共申请专利 2013 件，
同比增长52.7%。其中，申请发明专利559件，占申请总量的
27.77%，同比增长89.5%，总量位居全省第11位；授权专利
1054件，同比增长133.7%。

加强目标考核引领。我市年初制定下发了 《关于下达
2018年专利申请授权指导性奋斗目标的通知》，向各区 （市）
重点分解落实了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4项关键指标，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以 20 分分值列入全市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项目，
切实提高全市各级对发明专利的重视。

强化政策资金扶持。坚持市、区联动的方式，今年以来我
市共资助各类专利2000余件，其中，发明申请721项，发明
授权 148 项，实用新型授权 899 件，维持有效发明专利年费
277 项，PCT 国际发明申请 5 项，共发放资助资金 157 万余
元，有效发挥了专利创造资助资金的激励、推动作用。

组织开展“百日攻坚”活动。我市引导各区（市）与6家
正规专利代理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明确PCT国家发明专利申
请意向单位 7 家，整理发布国内 52 家优质正规专利代理机
构，落实全市30家龙头骨干企业年度发明专利申请目标482
件，有效增强了企业专利创造意识。4月份全市当月发明申请
量达166件，同比增长100%，创历史新高。

（记者 孙秋实 通讯员 龙伟 张金丽）

我市专利申请增长快质量高
1-4月，共申请专利2013件，
同比增长52.7%

6月4日，记者在位于枣庄经济开发区
的洪海光电集团产品展厅中看到，一块30
平方米、播放着视频画面的显示屏中，近
百个小屏正如波浪般凹凸起伏、动感十
足，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有一个
形象的名字：会跳舞的LED显示屏。

“这是为迪拜体育场、马来西亚剧场设
计研发的。”洪海集团总工程师史洪海介绍
说，会跳舞的LED显示屏将大屏分割成少
则上百多则上万个子屏，按照视频创意或
情节需要，通过电机驱动实现凹凸伸缩变
化，减少传统 LED 显示屏带来的视觉疲
劳，使大屏成为艺术。

LED 动感 5D 天幕、魔方旋转屏……
史洪海指着展厅里一个个闪亮的产品如数

家珍：“所有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拥有独
家知识产权。”

记者从市中区科技局了解到，2017
年，市中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
业 实 现 产 值 163.7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到 31.7%；全区 50%的规上工业企业设立
了研发机构，建成 14 家省级以上研发平
台。

洪海的成功源于自主创新的内核驱
动。而去年 8 月落户市中区的启迪之星

（枣庄）孵化基地，则为更多创新创业型企
业做大做强、加快动能转换搭建了外部桥
梁。

“这是启迪之星在山东布局的第五个孵
化基地。市中区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
础、营商环境吸引了我们入驻。”启迪之星

（枣庄）执行总经理袁铭宏告诉记者。他们
整合清华大学人才、科研、产业、政策、
资金等多方资源，与当地产业发展、企业
需求深度对接，为市中乃至枣庄打造领军
人才、高端技术和全球项目的快速招引渠
道。

落地仅一个月，启迪控股旗下的启迪
冰雪板块就紧随其后：市中快速引入了投
资2亿元的枣庄冰雪运动中心项目，采用
国际领先的气膜结构技术，建设全天候全
季节共享的主题冰雪乐园和时尚文化中
心，打造山东首家“北雪南移、北冰南
展”城市。目前，启迪之星首个孵化成果
进展顺利。

位于西王庄镇的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
技有限公司，现已入驻启迪孵化。“大量非
技术劳动力让企业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逐
渐衰减。我们将加大研发和引进自动化设
备投入，化成本压力为创新动力。”康力医

疗总经理吕作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
借助启迪之星的平台优势将自身打造为

“中国手术室敷料第一品牌”。
通过一对一孵化服务、龙头企业对

接、天使基金等形式，目前已有17家入孵
企业进驻启迪孵化器办公。

记者注意到，3月24日由市中区举办
的新旧动能转换“千人计划”专家枣庄行
活动暨启迪之星控股实业板块对接会，邀
请了 34 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前来洽
谈，全市共签约合作协议12项，市中就占
了8项：鼎盛电气设备公司、鑫泰水处理
技术公司等企业分别与北京纳米能源与系
统研究所研究员杨亚、同济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伟贤等8名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签约。

为有源头活水来。市中区委组织部人
才办主任于雨告诉记者，他们围绕企业所
需，主动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
战略合作，先后促成近30家校（院）企成
功结对，26名高端人才与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

内生创新力 外借孵化器
——市中区“内外兼修”巧聚创新发展合力纪实

本报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赵充

本报薛城讯 连日来，为扎实有序做好夏粮收购工作，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薛城区坚持早着手，早谋划，精心
组织，全面部署，力争把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充
分。目前，该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计划收购夏粮
31000吨，截至6月5日，已累计收购夏粮4650吨。

薛城区先后腾空仓容31000吨，校验地磅5台，维修保养
机械设备30台，购置、检修灭火器材60个，检修线路1000
余米，疏通排水道20处，培训收购人员40余人次。加强粮食
市场行情调研分析，及时研究确定收购策略，并积极与农发行沟
通协调，申请落实收购贷款资金，切实保障收购资金需求，确保
售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同时，该区分别在周营、沙沟、常
庄、陶庄等镇设立了永丰粮食储备库南库、永丰粮食储备库北
库、沙沟粮食收储站、金河粮食收储站、陶庄粮食收储站共5
处夏粮集中收购点，基本实现了南、中、西、北片区全覆盖，
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群众售粮。（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张会）

薛城夏粮收购全面铺开

初夏时节，便民公园步道边一排排“劫后余生”、茁壮成
长的香樟“小树”，长势喜人，常常引发健身者的感慨。这些

“小树”是2015年的冬天我市急降大雪和长时间极寒天气
的幸存者。这些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半截树身尚幼，但
接地处的部分却有碗口粗，称之为“小树”并不公平，因为它
们都是“老树新枝”。

当年冬天的大雪和极寒天气，让本地很多从南方引进
的常绿树木，遭受了灭顶之灾，第二年的春天，它们大多叶
死干枯。但生命的奇迹往往是在倔强和不屈中诞生，这些

“枯树”的根部，开春后齐刷刷地拱出一簇簇充满活力的新
芽。后来，便民公园里的园丁善加呵护和甄选，在每棵树的
树墩上都选留出一棵最粗壮的幼苗，夏灭虫，冬保暖，悉心
照顾。如今，这些依存老干的“幼苗”，因为有庞大的老
树根系提供营养，又有园丁爱惜，不到三年，已经有小孩
子胳膊粗细的树干，长势明显强于新植树苗。

当前，我市正在进行的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栽
树培绿特别相似。瞄准经济发展中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
能够紧跟市场大势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固然重要，但如何在
遭遇发展瓶颈的老旧产业的“老树”上下功夫，有所甄别
地发现和培植出“新芽”，让老旧产业升级换代，培育出
经济发展新动能，让这些老旧产业绝处重生，乃至发展壮
大，尤为急迫。

每一个传统产业、老旧企业的存在，都有它独特的市场
环境。当年这些企业也是应时而生，有过枝繁叶茂，也创造
过属于自己、更属于全社会的辉煌。几无例外，发展中它们
都曾被寄予厚望，被注入了强大的市场要素。所谓“时势异
也”，随着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市场态势的快速切换，这些
企业要么节奏慢了，要么被“温暖”的小气候娇惯成了“温水
里的青蛙”。老产业市场萎缩，老企业树病枝枯。但传统
产业、老旧企业多年积聚的人才、技术还在，多年浸润市
场的信息渠道还畅通，这些都是老产业、老企业生命的

“根系”，是它们赖以长出“新芽”，培植出“新苗”的根
本，关键的是需要有远见又有担当的“园丁”，懂得珍惜
这些“老树”的“根系”资源，细心发现“新芽”，精心
挑选“壮苗”，悉心呵护培育“新苗”，使其茁壮成长。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上就是新技术、新业态引
领市场迭代更新的过程，今日风生水起，也许明日黄花。“不
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放眼量，善远望，紧盯前沿，培植
新秀，固然是高质量发展的金科玉律，但能够在危机中嗅到
商机，能够以临渊不乱的淡定，在遭遇“气候突变”重创的

“病树”中发现和培
植“新芽”，培育出
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亦是弥足珍
贵，亦显搏击市场的
真功夫。

培育“老树新枝”
亦显搏击市场真功夫

孙庆年

6月7日，高考大幕拉开，学子们纷纷奔赴考场。据悉，2018年
我市夏季高考报名人数为2.45万人，全市共设6个考区、13个标准
化考点、832个考场。

图①:考生准备进考场。 (记者 刘品 摄)
图②:执勤民警为受伤考生提供帮助。 (记者 苏羽 摄)
图③:考生在进考场之前看书复习。 (记者 刘品 摄)
图④:爱心直通车为考生献爱心。 (记者 刘品 摄)

高考进行时

①①

②② ③ ④④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7 日 电
（记者 刘开雄） 7 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5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 31106 亿美元，较 4 月末下
降 142 亿美元，降幅为 0.46%。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5 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
保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指
数上涨 2.3%，主要非美元货币相
对美元下跌，但资产价格总体上
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
备规模小幅下降。

“美元连续两个月走强，带
动主要非美元货币走低，使得我
们外汇储备在折算成美元时出现
储备余额下降的情况。”招商证
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说，据
测算，5 月份因为美元汇率的因
素出现账面余额减少超过 240 亿
美元，但当月我国外汇储备在其
他方面仍有约 100 亿美元增量。

“一增一减，就出现了外汇储备
账 面 余 额 下 降 142 亿 美 元 的 结
果。”

“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有
条 件 保 持 稳 中 向 好 的 发 展 态
势。”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外汇市场将能够更好地适应
外部环境变化，总体延续合理均
衡的跨境资金流动格局。另一方
面，在全球经济增长延续复苏的
背景下，不同经济体增长有所分
化，金融市场还面临不确定因
素。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有望保持总体稳
定。

截至5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110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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