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蔡明亮 第243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16 Email：dzjr2013@163 .com 15

□ 本报通讯员 鞠晗 车慧卿
本 报 记 者 王原

7月17日上午，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科创板鸣锣上市仪式在济南举行（公司证
券简称为：山大地纬，股票代码为：688579）。
该公司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属企业首批、
山东省软件产业首家登陆科创板的企业，也
是济南市第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

对山大系企业来说，他们赶上了“最好
的时代”。

“山大地纬上市是山东大学三年打造三
个上市公司的第一步，此外，山大鸥玛、山
大电力也启动了IPO相关工作。”7月17日，
这是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在“山大校企系
校友产业系”品牌服务济南高质量发展工作
大会上透露的重要信息。

截至2018年底，“山大系企业”资产总
额67 . 62亿元，净资产49 . 97亿元，营收33 . 93
亿元，净利润5 . 2 8亿元，全年纳税5亿余
元。“山大系企业”已渐成气候。

山大地纬，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新
兴软件服务商，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
据等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主要面向政务、

医保医疗、电力三大领域提供领先的信息化
整体解决方案，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服务
3 . 5亿人口，是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中国区块链企业百强、人工智能企业百
强，山东省准独角兽企业，省市瞪羚企业和
人工智能领军企业。

近年来，山大地纬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前沿，逐步形成了以“AI+
区块链”为特色的核心科创能力，构建了
“基础技术-支撑平台-解决方案”三级研
发体系，自主研发了智能软件开发、数据智
能、协同管控、可信传递四大核心技术，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中国首张区块链
营业执照、全国首个区块链疫情防控省级地
方标准、中国首张医保电子凭证、中国首个
上云的大型政务信息化系统、全国最大的用
电信息采集和大数据分析系统……

山大地纬还始终坚持产学研用创新驱
动，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长期保持14%以
上；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两获世界顶级人工智
能学术组织AAAI创新应用奖；区块链核心
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通过国家网信
办服务备案、工信部功能测试，是山东首个
获得区块链资质“大满贯”的企业。

记者了解到，除了山大地纬和已归属山
东省国资委的A股上市公司山大华特外，山
大鸥玛正在冲刺创业板，包括以山大鲁能、

山大电力、山大生殖、山大奥太、山大华天
在内的一批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业务板块涵盖信息、软件、医药、材料、制
造、环保等领域。

在“山大校企系 校友产业系”品牌服
务济南高质量发展工作大会上，对于“山大
系企业”在济南战场上的表现，山东大学副
校长芦延华作了概括性的陈述：目前，山大
电力参与了国家电网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充电站、核电站建设布局，成为电网电动汽
车行业充电站整站建设前三甲企业；山东奥
太机器人弧焊系统广泛应用于西气东输电、
动车高铁、航空航天航母等重点项目；山东
华天研发生产的轨道交通再生制动能量回馈
装置，服务济南地铁，合同金额近1亿元，
轨道交通产品已经在北京、上海等10余个重
点城市的近40条轨道交通线路上使用。

长久以来，“山大系企业”不缺乏与母
体的互动。比如上述科创型企业与山大优势
学科紧密关联，能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优势，实现个体与母体的双赢。

芦延华认为，“三年打造三个上市公
司”可不是随口说说而已，此次上市的山大
地纬是一个节点。

他表示，往前看，2010年在深交所挂牌
上市的积成电子，是由山大几位教师在1984
年创立的；2015年在创业板上市的神思电

子，其创始人王继春是山大校友；今年5月
在创业板上市的金现代，创始人是山东大学
副教授黎峰……

往后看，无论是山大鸥玛，还是山大电
力，都是各自领域冠军级别的企业，成长潜
力无限。

在樊丽明看来，“山大系企业”崛起与
深度服务济南，两者相辅相成，注意把握以
下三点很重要：加强顶层设计，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和山东省、济南市发展需求，瞄准战
略新兴领域超前布局，深度对接、深度融
入、深度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力求解决实际
问题、取得实际效果；坚持重点发力，打造
一批重点项目、重大平台，让更多技术转化
落地；注重统筹协调，加强与政府的协同配
合，尽快形成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
强的实施方案。

当然，打造“山大系”上市公司，也符
合济南市委市政府的想法。

济南市委副书记边祥慧就认为，企业上
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产业转型
升级的“强引擎”。山东大学科创资源丰
富，是重要创新策源地，济南将进一步加强
与学校在科创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建更多高
品质科创空间，推动科教产教融合发展，携
手打造全省全国创新高地，打造“地方支持
高校发展、高校助推地方建设”的典范。

□ 本 报 记 者 王 原
本报通讯员 苏茂兴 王立燕

近日，“向党的生日献礼”——— 纪录片
《胶东乳娘》观礼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艺术
学院举行。《胶东乳娘》由山东艺术学院、
新华社山东分社、乳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
品，山东艺术学院拍摄制作，获第53届休斯
敦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雷米奖金奖。

近年来，山东艺术学院根植齐鲁文化，
产学研融合发展，深入挖掘彰显山东精神特
色内涵，陆续创作出品的影视作品多次在央
视播出，这些具有齐鲁地域特色的优秀影视
作品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繁荣丰富
了山东影视题材的内容和形式，开创了山东
高等院校产学研校企地融合发展影视事业的
先河。

《生死30分》央视播出，

再现齐鲁医院真实事件

2019年12月27日，由山东艺术学院和齐
鲁医院联合拍摄，山东艺术学院院长王力克
担任总监制，戏剧学院教授王超担任编剧、
导演，山艺师生参演制作的电影《生死30
分》在济南世茂万达影城杜比影院举办“远
方的心——— 电影《生死30分》新闻发布暨观

影会活动”。
据介绍，电影《生死 3 0分》多次在

CCTV-6电影频道播出，是山东艺术学院推
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实施方案的重要举
措，是山东艺术学院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群）的重要子项目之
一。电影讲述了内地谈判专家李定国去边境
参加涉外合作项目谈判，其间突发心梗急需
手术。远程诊疗课题组组长陆大勇通过远程
诊疗系统聚集起各路专家，在几千里之外对
现场救治的年轻医生进行网上指导，终于将
李定国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故事。电影根
据齐鲁医院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是反映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医疗行业整合资源、弘
扬医护工作者无私奉献精神的正能量公益故
事片。

记者了解到，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成
立两年多来，借助学科专业和人才资源优势，
创作、产出了一系列精品力作，反响热烈。
2019年11月，山东艺术学院电影艺术产学研
基地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工建设，直接服务
青岛电影之都建设和山东文化强省建设。

《黄河村官》

刻画展现改革宏伟工程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山

东青台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电影
《九道湾》（又名《黄河村官》），前段时
间在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开机拍摄，并于6
月19日在淄博市高青县“双创”园顺利杀
青。电影《九道湾》作为山东省高水平应用
型人才培育项目，以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生为
原型，讲述当地在黄河滩区迁建中开展精准
扶贫，帮助祖孙两代搬出滩区、勤劳致富的
故事。

该剧以轻喜剧形式，通过有趣的故事，
展现沿黄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在黄河滩区扶
贫迁建工程中作出的努力，也热情讴歌了黄
河滩区迁建工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感人
事迹。6月15日至18日，省领导在推进我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
在淄博市高青县安澜湾与剧组导演山东艺术
学院戏剧学院王超教授亲切交谈，充分肯定
了山东艺术学院运用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对
沿黄地区历史性改造所进行的艺术创作。

作品预计2020年底或2021年初与广大观
众见面。

弘扬乳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纪录片《胶东乳娘》，片名拟定为《战
争中的母亲——— 胶东乳娘》。

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乳山

一带，一群母亲无私哺育保护在战争中出生
的1223名孩子的感人故事。作品讴歌了千千
万万个像胶东乳娘一样的英雄母亲，赞颂了
中华民族抵御外侵、坚韧不屈的英勇壮举。
作为我省扶持的精品项目，全面而真实地记
录了“胶东乳娘”群体，具有较强的史料
性、文献性和艺术性。山艺创作团队走遍乳
山各地，遍访乳娘乳儿，抢救性记录这段口
述历史珍贵画面和相关史料，将创作深深植
根于革命老区英雄人民之中。

“纪录片的摄制完成，是山东艺术学院
坚持用艺术表现生活、用艺术为人民服务的
重要艺术成果。同时，在拍摄制作中，又潜
移默化地教育引导师生立足时代、扎根人
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
观，这也是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完美体
现。”王力克说。

王力克介绍，山艺是一所综合性艺术高
校，艺术门类学科齐全，学校将进一步把教
学与创作、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培
养优秀人才、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社会发展
中，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现代化
高水平艺术大学步伐。期待不久的将来，
“山艺出品”会硕果累累，精准服务齐鲁文
化传承发展，服务广大观众精神文化需求，
成为山东影视强省建设中又一个响当当的
“金字”招牌。

山大地纬成功登陆科创板，山大鸥玛、山大电力启动IPO相关工作

“山大系企业”迎来“最好的时代”

根植齐鲁文化，产学研融合发展

“山艺出品”助力山东影视产业发展

□李晨歌 王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17日上午，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山东

高速建设管理集团共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战略合
作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学院南院报告厅举行。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的成立实现了“三个对
接”，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据了解，双方将
在项目建设、实习实训、科研创新、继续教育等方面发挥
优势，实现校企协同育人，推进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

□王春丽 谷双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环翠区教体局深入开展“学习四

史，紧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进力量，
增强广大党员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环翠区教体局组织广大党员教师深入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引导党员教师
时刻坚定信念，矢志奋斗。组织读红书“马拉松”，引导
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广大党员中真正形
成学史明鉴的良好氛围。各基层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收看
“灯塔大课堂”，聆听“抗疫榜样”的感人事迹，争当时
代先锋。

□刘珂珂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大学与国际大学创新联盟

（IUIA）共同签署“济南大学与国际大学创新联盟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共同启动“自动驾驶国际产业研究院、国际健康生
命社区建设、山东泰山黄河文化研究”等合作项目。

这一合作将推动双方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在国际合
作办学、高端人才引进、成果产业化实现优势互补，共赢
发展。

国际大学创新联盟（IUIA）成立于2014年，是在中国商
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科技部火炬中心、教育部科技发展
中心、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等公司联合欧美
一流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的。

威海环翠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

在山科职院揭牌

济大成立
自动驾驶国际产业研究院

山东农大与冠县合作
助力脱贫攻坚

□王桂利 翟荣惠 报道
本报冠县讯 7月16日，山东农业大学5名青年教师联合

相关企业，与冠县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利用冠县政府
设立的200万元乡村振兴科技合作基金，科研人员采取和企
业联合申报课题的方式，立足于冠县的区域优势农产品，
集中开展科研攻关，助力冠县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山东农大与冠县的联系一直非常密切，一大批专家学
者把科研项目放在这里实施，把研究成果放在这里推广转
化。2019年，学校党委书记徐剑波专程出席学校与冠县人民
政府、聊城市农科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校长张宪
省带领一批专家到冠县调研对接，其他校领导也先后带队
到冠县开展科技服务和项目推进。学校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党委书记李广松到冠县挂职县委副书记，为双方进一步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提供了契机。

据了解，本次学校青年教师申报通过的课题分别是
“灵芝菌渣的资源化利用研究与示范”“设施黄瓜化肥农
药减施技术集成与示范”“梨和苹果优质新品种、新技术
的示范与应用”“基于叶片营养诊断的果园水肥精准管理
系统研究”以及“梨和苹果等系列果酒新产品的开发与应
用”，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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