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对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树牢安全发展理

念，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的事，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要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层层压实责

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0日讯 今天，由山东高速集团

统筹运营的齐鲁号“鲁欧快线”（济南-德国）首
班顺利开行（右图）。此趟班列共载有41个40英尺
集装箱，总货值约2400万元人民币，由济南南站始
发，将于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

首班“鲁欧快线”（济南-德国）除运送有发
电设备、太阳能配件、塑料制品和生活用品等货物
外，还运输了济南本地企业生产的总价值1120万元
的防疫物资，支援德国及周边国家疫情防控工作。
下一步，“鲁欧快线”（济南-德国）将实现班期
化、常态化运营。

据介绍，“鲁欧快线”（济南-德国）是新
增线路，该线路开通后，“齐鲁号”欧亚班列运
营线路已增加至33条，可直达13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41个城市。2020年以来，“齐鲁号”
欧亚班列已累计开行343列，同比增加38 . 3%。

“齐鲁号”欧亚班列

再增新线路
今年以来已开行343列

稳投资，重大项目如何“四两拨千斤”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0日讯 省直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济使用

了！不仅可以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个
人缴费，还可以支付近亲属住院期间个人负担费用等。今天，山东省
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印发《关于做好省直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近亲属共济
使用的通知》，对做好省直医保职工个人账户家庭成员共济使用有关
问题进行了明确。

此前，医保个人账户仅用于职工本人的门诊消费、药店消费及医
保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费用，使用效率低，近年来改革呼声渐高。据
了解，全国已有10多个省市拓宽了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和支付功能。
借鉴外省市做法，我省对省直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和支付功能进行
了调整。

《通知》明确，省直医保个人账户近亲属共济使用范围有四个方
面：

一是支付近亲属（配偶、子女、本人的父母、配偶的父母，下
同）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二是支付近亲属住院期间个人负担费用。省直参保职工近亲属在
省直医保协议定点医院住院的，可通过安装在省直医保协议定点医院
住院结算收费窗口的个人账户刷卡专用POS机具，直接刷卡支付其近
亲属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省直参保职工近亲属在非省直医保协议定点
医院住院的，可由职工本人提出申请，通过银行支取、转账方式支付
其近亲属住院期间个人负担费用。

三是支付本人及近亲属健康检查费用。省直联网结算医疗机构或
省直协议定点的专业健康查体机构配置必要的省直社保卡刷卡机具。
省直参保职工可用个人账户金直接刷卡支付本人及近亲属健康检查费
用。

四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按照目前省直协议定点零售药店
刷卡程序，由本人或近亲属直接刷卡支付。对于非本人持卡购药金额
较大（500元及以上）的，定点零售药店应进行记录备案。

据悉，因系统调试，第一、二项业务4月17日起可办，其他业务
即日可办。

省直医保个人账户

可与近亲属共用了
用于支付近亲属住院期间个人负担费用、

健康检查费用等四个方面

□记者 李 振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0日讯 为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

促进人员有序流动，加快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近期，我省持续推
进健康通行码互认应用。今天，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卫健委相关处
室负责人。

“我省的健康通行码是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要求下，由省
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确定建设的。”省卫健
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迟蔚蔚介绍。山东省健康通行码接入国家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并和全国各省（区、市）健康通行码以及全国
防疫信息码在技术上实现了互通互认。因为可以调用国家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全省防疫数据库进行健康状态识别管理和信息实时比对，
因此识别判断更精准。截至4月10日12时，全省已累计发放健康通行
码1301万余张。

迟蔚蔚介绍，目前在社区、餐饮、商场、医院、酒店、文化旅
游、办公楼等重点场所，省内持有健康通行码绿码的居民和各类服务
人员已实现“亮码通行”，无需进行场所码扫码和人工扫码核验，只
须人工查验健康通行码。从外省份来鲁返鲁的持绿码人员到达我省
后，须通过“来鲁申报”模块转码为山东省健康通行码，持绿码一律
通行。“目前，我省已认可全部外省份绿码，持绿码来鲁返鲁人员不
再进行集中或居家隔离。”

不同颜色的健康通行码分别对应了不同的人群。其中，持红
码者主要包括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的人员；确诊
病人；疑似病人；正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其他需要纳入
高风险人员管理的人员。持黄码者主要包括14天内有发热门诊就
诊记录的人员；有发热、干咳、气促、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全省
疫情数据库14天内异常的人员；实施居家观察未满14天的治愈出
院确诊病人；接触医学隔离未满14天的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境外
隔离期未满人员；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人员，以及其他需要纳入
中风险人员管理的人员。除持红码、黄码人员外的其他人群，健
康通行码都为绿色。

目前，我省还有一些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境外入鲁隔离期未
满、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等发放红黄码的人员。“重点场所仍需要进行
必要的健康通行码查验，以限制红黄码或无健康通行码人员通行。”
迟蔚蔚表示，只有通过健康通行码查验制度的严格落实，才可以限制
有风险的人员与社会接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

持绿码入鲁返鲁

无需隔离
我省累计发放健康通行码1301万余张，

已认可全部外省份绿码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翟慎安 报道
近日，在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桓台段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就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
前，全国正在复工复产，要加强安全生
产监管，分区分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牢牢守住安全
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习近平指出，从2019年的情况看，全
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和重特
大事故实现“三个继续下降”，安全生
产形势进一步好转，但风险隐患仍然很
多，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习近平强调，生命重于泰山。各级
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

置，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绝不能只重发
展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
的事，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针对
安全生产事故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层
层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

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当前，全国正处于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的关键时期，安全生产意识和工作丝毫不
能放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单位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
实责任，深入排查各领域各环节安全生产
隐患，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危
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工业园、城市
建设、危险废物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确
保见到实效；加快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
和管理制度体系、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防
控体系，加强监管执法和安全服务，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王建 方垒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消费低迷，外
贸受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投资的作用凸显。

投资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自
主性强、带动性大、关联度高，既能拉
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也可以增强发
展后劲，为未来经济增长打好基础。其
中，重大工程项目较少受制于需求端，
也不像制造业那样受制于产业链协同，
对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意义重
大。

1-2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好于
全国12 . 6个百分点，初步改变了去年以来
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局面，总体好
于预期。其中，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了有
力的支撑作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
中，山东又该怎样发挥重大项目建设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月30日，记者在小清河防洪综合治
理工程（济南段）施工二标段现场看
到，20余台套挖掘机、推土机、铲车正挥
舞作业，70多辆渣土车来回穿梭运送土
方……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是山东
今年实施的重点水利工程中的“头号工
程”。“疫情耽误了一个半月宝贵的工
期。”省水利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刘建基
语气急迫，汛期不会推迟到来，工程须
在主汛前完成主体建设，“时间紧、任
务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小清河防洪综
合治理工程面临的问题并非个例。受疫
情影响，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复工开工的
时间普遍晚于原计划，复工开工初期又
受到施工人员短缺、原材料供应不足等
制约，不能开足马力，赶工期压力普遍
较大。省发展改革委投资处二级调研员
王坤分析认为，今年重点项目建设时间

比正常年份平均少了18天左右。
与工期延误相关联的，是投资强度

不足。1-2月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不足
年度计划投资的8%，而在正常情况下，
一季度需要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20%。

把进度补回来，最直接的办法是加
快建设速度。以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为
例，省政府成立了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联
席会议，省水利厅向各市县及项目法人
开通问题反馈“直通车”、实行红黄牌
预警督办……截至4月8日，今年续建的
542个省级重点项目已复工540个，计划新
开工的351个省级重点项目已经开工260
个。

并非所有项目都能通过赶工期完成
既定目标。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6-12MW海洋大功率风电装备关键部
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总投资1 . 9亿元。受
疫情影响，国外工程师无法按计划前
来，导致一些从国外进口的尖端设备调

试投产延期，影响了部分高精度产品的
生产。

填补此类项目留下的缺口，山东的
做法是及时调整更新项目库，把一些早
晚都要干的项目提前，并不断谋划增加
新的项目。“这样可以把总量带上去，
确保完成今年的投资任务。”王坤说。

重大项目牵涉面广，调整绝非易
事，山东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疫情
之前就按照“四个一批”的方法抓项
目，提前储备谋划了一批重点项目，从
而为应对疫情影响创造了腾挪空间。

在投资的三大领域中，制造业投资
受市场影响，房地产投资受疫情冲击，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稳投资最重要的手
段。省委党校副教授王金胜认为，山东
在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上还有较
大提升空间。“与1亿多人口大省的体量
相比、与实体经济占比较高的产业结构
相比、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质量上还
是体系上都有一定差距。”对此，今年
山东全社会交通建设计划投资1842亿元，
是近年来交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最多、
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一年。

疫情期间，在线经济发展迅猛，其
背后是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基
建”具有很强的融合带动能力，能够起
到一业带百业的效果，也是山东需要重
点发力的领域。今年山东计划新开通4万
个5G基站，总投资200亿元。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全省重点项目复工开工不断推进，要素
制约的问题日益凸显。采访中，有的项
目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资金方面面临一
定困难。

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专
项债规模，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加快
重大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这对地方是重大的政策机
遇。

“国家审核专项债券项目首先要看
方向领域对不对，然后看前期手续要件
齐不齐。”王坤说，山东紧盯专项债券
重点领域和新变化，加强精准对接，按
照国家规定的领域和方向筛选项目，提
前储备谋划了一批项目，同时加快落实
这些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让项目等资
金，而不是让资金等项目。据了解，山
东新列入专项债券备选项目清单的2780个
项目，已有近80%获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的反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抢抓国家政策机遇的同时，破题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仍需下一番狠功
夫。1-2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下降13 . 9%，
占全部投资比重降为63 . 9%；与此同时，
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增速和占投资
的比重也有所下滑。

在王金胜看来，要激发民间投资的
活力，还需要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继
续发力：“稳投资说到底要靠政策环境
的优化来吸引更多优质的资本，打造一
个更有利于优质资本聚集的制度环境，
从长远来看是最为重要的。”

报端看点

我省实施七大绿化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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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多多““山山东东最最美美春春景景””

见见大大众众日日报报客客户户端端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