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山东省在京流动党员党组织贯彻落实
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工作部署
会议上获悉，在京流动党员党组织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采取“精英助推战略”，
搭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宣传交流三个
平台，切实服务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据介绍，我省在京务工人员有60多万
人，其中党员2 . 2万余人。2017年10月19
日，省委依托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设立省
委在京机构人员工委，全省各地在京流动
党员党组织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共成立
在京流动党员党组织760个，其中党委119

个、党总支23个、党支部618个，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

我省在京流动党员素质普遍较高，从
业范围较广，高端人才较多。下一步，省
委在京机构人员工委将凝聚我省在京高端
人才，深入挖掘他们掌握的信息、技术、
资金、资源，发挥他们站位高、视野宽、
人脉广、政策通的优势，采取“精英助推
战略”，遴选一批山东籍在京高端人才，
会诊我省各地产业结构，弥补各地发展短
板，助推各地新旧动能转换，并通过他们
牵线搭桥，以回乡投资、咨询服务、PPP
等多种方式回馈家乡。

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多渠
道、多角度采集信息。主动走出去，与东
部沿海发达省份，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
省的驻京机构，加强横向联系，学习借鉴
他们的好经验、好措施；积极请进来，通
过组织“美丽家乡行”“新旧动能转换现
场考察”等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山东的区

位优势、政策措施；与国家部委、北京市
等单位组建联合调研小组，开展深度调
研，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供省领导决策。

同时，尽快搭建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宣传交流三个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涌
向山东，更多资金流向山东，更多项目落
户山东。积极对接全省规划，密切联系在
京高、大、精、尖企业，重点联系行业领
头羊和隐形冠军企业，加强与京津冀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孵化器和双创平台的合
作，重点联系“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发挥
北京人才资源优势，汇集各行业领军人才
资源，结合我省各地产业特点和需求，探
索人才引进的新模式，适时成立“山东在
京人才服务中心”，作为全省招才引智平
台，形成长效服务机制，为我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提供人才支撑。

尽快搭建在京招商引资平台。坚持聚
焦产业、聚焦区域、聚焦政策，一地一

策、一业一策的研究服务引导方向，对接
我省项目库建设，优选招商引资项目，积
极引进推广各类高精尖科研成果项目，引
导园区和企业通过引进、共建等方式设立
研发中心和产学研联盟，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引导金融公司
在我省设立分支，参与政府引导基金运
作，投资优质企业项目，缓解政府资金紧
张和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召开后，在京各
级流动党员党组织结合各自优势，迅速开
展助力服务工作。比如泰安组织开展了以
“聚焦新旧动能转换，服务家乡发展”为
主题的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活动；济宁开
展了济宁籍在京人才库建设；临沂、潍坊
等地围绕“党建+服务当地发展”的职
责，开展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工作；菏泽
提出“返乡创业”的号召，引导在京党员
积极回乡创业。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今天下午，副省长于国安主持召开分管部

门座谈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
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办法措施。

于国安指出，要在增强政治担当上下功夫、见实效，按照省委
《通知》要求，迅速传达学习、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要在强优势补短板上下功夫、见实效，围绕走在前列、打造样
板的目标定位，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农业领域的优势、短板进行梳
理、挖掘、论证，针对性制定具体措施；要在强化政策措施上下功
夫、见实效，科学制定规划，深化重点改革，强化政策集成，推动乡
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要在狠抓工作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增强快
办意识、担当意识、谋划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识，为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

□记者 张忠德 通讯员 王文辉 王伟 报道
本报青岛3月12日讯 今天上午，青岛军民融合学院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揭牌。据悉，这是全国首个军民融合学院，将在军地人才双向
培养交流使用方面展开积极探索。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依托占地500余亩、拥有在校生近8000人的青岛
西海岸新区职业教育中心而设立。学院将以制度创新为重点任务，以破
解影响和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为
主攻方向，探索联培联训、互认共用的军地人力资源开发共用模式。

据了解，学院将充分发挥６万平方米军民融合公共实训基地作
用，开展电工、焊接、船舶机电、机械加工等军民通用技术培训；建
立青岛西海岸驻军学历提升中心、文化学习中心、外语培训中心、心
理咨询师培训中心、心理拓展训练中心、艺体培训中心，面向驻军部
队开展相关培训；开设国防预备役专业，为国防事业提供优质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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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全国首个军民融合学院揭牌

□记者 袁 涛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省政府网站今天发布批复，确定组建山东

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据了解，该公司定位为支持全省综合交
通特别是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融合、协作发展的投融
资主体，注册总股本暂定为460 . 54亿元。

今后五年，全省将投资5550亿元、新建高铁3400公里，建设任务
十分繁重。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组建山东铁投集团，将能更好发挥
政府和市场两方作用，真正形成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共同推进高铁建
设的强大合力和良性机制，提高高铁建设运营管理专业化水平，努力
化解高铁建设资金制约，有效解决我省高铁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为
高铁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此次，我省确定将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济青高速铁路有
限公司、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山东铁路发展基金公司四个公司中
省市各级政府投入的股权资产、债权资产、货币资金用于组建山东铁
投集团。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山东铁路
发展基金公司作为山东铁投集团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
整体并入山东铁投集团；注销山东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组建成立山东
铁路综合开发公司，作为山东铁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山东铁投集团为
按《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为一类大型国有企业，领导
班子由省委管理。山东铁投集团将按照《公司法》的要求，依法规范
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工作部署，山东铁投集
团将争取在2018年3月底前正式挂牌运营。

山东将组建铁投集团

□记者 徐超超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今天，我省发布《2018年山东省省直机关

及直属单位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今年我省面向社会招录公务员和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7309名。其中，省直机关及直属单位548
名，各市市直机关单位832名、县级以下机关单位5929名。基层机关
招录人数占招录人员总数的81 . 12%。

记者获悉，全省公安机关计划招录公务员436名（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工作人员2名）、全省市以下审计机关计划招录公务员及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69名、全省市以下地税系统计划招录公务员
320名。此外，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
位省对外友好协会秘书处将招录2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

本次招录通过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www.rsks.sdhrss.gov.cn）实
行网络报名，报名时间为3月22日9:00至3月25日16:00。公共科目笔试时
间为4月21日；公安专业科目笔试时间为4月22日上午9∶00－11∶00。招
录机关将于3月26日16:00前完成网上资格初审。通过资格初审的人
员，应于3月23日9:00—3月27日16:00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网上缴费确认。
笔试人员可于5月下旬以后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据介绍，本次招录更加突出面向基层工作导向，我省将坚持基层
用人导向，突出懂农村、爱农村、爱农民的政策导向，加强从基层发
现人才、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全面深化面向本土优秀人才招录基层
公务员改革。据统计，全省面向优秀村、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和长期
在乡镇（街道）工作人员、退役大学生士兵定向招录基层公务员845
名。

今年山东招考公务员7309名
基层机关招录人数占八成以上

发挥在京联络精英优势 引商引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760个党组织覆盖2.2万在京流动党员

□记者 方 垒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今天是我国

第40个植树节，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
自1981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以来，
全省累计11 . 3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
树44 . 9亿株。近五年来，我省累计完成
造林1280万亩，森林抚育2502万亩，全
省森林面积和蓄积持续增长。

据了解，根据全国第九次森林资源
清查数据，我省有林地面积5240 . 1万
亩，其中森林面积3997 . 7万亩，森林覆
盖 率仅 1 7 . 5 1 % ， 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21 . 63%）低4 . 12个百分点，林业发展
水平与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的地位极不
相称。从总体上看，我省仍然是一个森
林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生态脆弱的省

份，森林质量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
“我省森林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较，具有树种单一、结构简单、密度
高、生产力低、抗逆性差等特点。”省
林业厅造林绿化处副处长王力向记者介
绍。具体来看，我省平原地区杨树占
90%以上，山丘地区刺槐、松树、柏
树、栎类占80%以上，种类单一，更易
产生病虫害。结构上，纯林多、混交林
少，纯林占到80%，混交林不足20%。
此外，商品林多，占56 . 8%，生态公益
林少，占43 . 2%。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
我省森林质量。

针对我省现状，提升森林质量首先
要提高造林质量。

森林经营方面，“十三五”期间，

我省每年森林抚育任务在100万亩以
上，重点对现有森林植被进行提档升
级，打造一批绿化、美化、彩化的景
观林、康养林及多彩森林带。到2020
年完成中幼龄林抚育400万亩，更新
改造低产低效林150万亩。

同时，我省将继续开展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工程试点。据了解，我省自
2017年5月启动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工程试点，第一批试点8个单位，
试点总面积2466 . 6亩，2018年7月完成
任务。在此基础上，2018年新增泰安
徂徕山等8个试点单位，到2020年，
建设省级森林经营样板基地30个，实
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6万亩。

我省森林覆盖率17 . 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 . 12个百分点

“十三五”每年抚育森林超100万亩

□记者 卢 鹏 通讯员 陈清林 报道
3月12日，阳谷县李台镇青年志愿者在当地的小学和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植树。

□记 者 戚加绚
通讯员 付德水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今天，2018年
春运工作落下帷幕。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
局集团公司获悉，自2月1日至3月12日，
春运40天，济南局集团公司旅客发送1475
万人次，同比增加99万人次，增幅7 . 2%，
旅客发送总量超过历年春运。

2018年春运，山东铁路客流呈渐变式
上升，特别是节后返程客流日日攀升，持
续走高。务工流、艺考流、学生流、探亲
流和旅游流交织叠加，从2月20日至3月6
日连续15天，日均客流保持在40万人以
上，其中7天打破春运单日发送历史记
录，3月4日发送旅客59 . 81万人，同比增
加13 . 1万人，创下济南局集团公司春运单
日客流历史新记录。

今年春运，济南局集团公司首次实现
互联网、车站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扫
码支付”全覆盖，担当列车已全部实现补
票扫码支付方式，自动售票机实现跨局异
地售票，特别是12306网站技术扩容后，
大大方便了旅客网上购票。

春运落幕

济铁发送旅客

1475万人次

□通讯员 叶 文
记 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春暖花开，进
入三月中旬，全国大部回暖步伐越来越
明显，齐鲁大地也瞬间进入春天模式，
今天，全省123个大的自动监测站点中，
有97个站的最高气温已达20℃以上，最高
气温出现在广饶，为24 . 8℃；省会济南的
最高气温达到了22 . 5℃。

据省气象台预计，明日我省气温将
再上一个新台阶，预计我省大部气温将
升至历史同期偏高水平，除部分沿海城市
外，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0℃上
下。预计明天省会济南高温甚至将飙升到
26℃左右，暖如5月上旬，迎来今年以来最
温暖一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地方
的最低气温回暖力度比最高气温小，昼夜
温差较大，早晚仍然需要注意做好保暖工
作。

春天来啦！

济南今天高温将达26℃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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