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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服务推进招商项目落地
　　□　本报记者　赵 丰　孙源泽　
         段婷婷　从春龙

　　3月下旬，胶州市李哥庄镇南部产业
园，总投资7亿元、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
的德才仿古建筑新材料研发项目施工现
场机器轰鸣，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
场面。
　　“疫情挡不住项目建设的步伐，目前
项目主体已经完工，工人正在内部施工，
下半年设备可以进场，年底前就可投入使
用。”德才二期项目经理张程伟说。
　　疫情发生后，李哥庄镇组成工作专
班，负责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的工作，
同步建立企业问题收集机制，实行问题
督办、销号管理制度，降低疫情对招商
引资工作和项目建设的影响。“目前，
李哥庄镇德邦快递山东总部基地一期项
目、鑫鸿茂仓储物流自动化设备生产项
目、星天航空科技产业园等8个重点项目
正在抓紧建设，至本月底将实现一季度
开工面积30 万平方米。”李哥庄镇党委

书记杨升金说。
　　我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商务部
门狠抓在谈、签约、落地“三个一批”
项目跟踪服务，特别对疫情发生城市的
外资大项目，指导各市安排专人“一对
一”线上持续跟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
地，落地项目早到资，全力实现一季度
实际使用外资“开门强”。为减轻疫情
对企业的影响，发挥“全省稳外贸稳外
资服务平台”作用，建立了与重点外资
企业直通渠道，广泛收集企业诉求，省
市县三级联动，“一企一策”为企业纾
困解难。
　　“不到一天时间通行证就办好了，
真是帮了大忙。”济南顶津食品有限公
司厂务处处长张先纲介绍，疫情对企业
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政府帮扶给了企
业信心。
　　“服务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跟企业交
朋友。”济南市济阳区投资促进局副局
长杨明硕说，政府及时出台落实纾困政

策，能有效提振企业信心。截至目前，
济阳区已签约20多个项目。济南市1到2
月份实际使用外资4 . 35亿美元，同比增
长40 . 9%。
　　“不见面也能招商，我刚开始是怀
疑的。”韩国液压产品销售与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蔡经理说，“后来烟台开发
区招商局用‘云’视频会议的方式和我
在大屏幕前沟通，我体会到了这种方式
的高效快捷。即使没有实地见面，仍然
感受到了他们的专业和热情。”
　　疫情之下，与客商在“云上见”，
成为烟台开发区让招商工作不断线的关
键一招。通过提前分析梳理特色产业园
区、重点产业集群，工作人员有针对性
地进行项目策划包装，对在谈项目及投
资意向清晰、意愿强烈的重点项目，精
准发掘企业需求，找出关键因素，提前
进行有准备的招商。
　　3月以来，烟台开发区对12个重点项
目进行了入区评审，全部达成入区投资
意向，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其中包括过

百亿元项目1个、50亿元项目1个、10亿
元项目2个，涵盖云计算、氢能源、数字
孪生、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纳米材
料、生物质材料等多种新兴业态。烟台
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张祁表示：“相比
于以往‘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模
式，我们从‘台前招商’转为‘幕后服
务’，从‘面对面’交流变成‘屏对
屏’沟通，但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力度依
然不减，企业也是高度认可。”
　　在一系列关键举措促进下，今年前2
个月，我省实际使用外资32 . 9亿美元，
同比增长45 . 6%，增幅高于全国0 . 4个百
分点，较2020年同期增长101 . 5%，两年
平均增长41 . 9%。
　　分行业看，前两个月我省制造业实
际 使 用 外 资 1 2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27 . 9%，占全省比重达到36 . 5%。其中，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
增长751%和638%，显示我省吸引外资质
量正在提高。

一家仨党员，分头忙抗疫
　　□　本 报 记 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张琳

　　“您好，这边是防疫救援服务热线
回访电话，请问您是霍先生吗？上次您
反映的买药问题解决了吗？”
　　“好的，感谢您对咱们疫情防控工
作的理解，还有啥其他需要帮助的问
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3月27日中午，见到王文涵时，她正
在进行电话回访，追踪此前群众反映问
题的解决进程。
　　这一幕，是本次疫情以来阳信县司
法局工作人员王文涵的工作日常。3月13
日，阳信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去年
刚刚参加工作的王文涵，主动请缨，到

社区管控组工作，成为该局“抗疫冲在
前”党员干部先锋队的一员。根据工作
安排，她24小时驻扎在管控中心，接听
群众求助电话，回访问题解决进程，上
报统计数据，及时领取和发放防疫物
资……每天马不停蹄地忙碌。
　　“每天能接打多少电话？”
　　“差不多能有70多个吧，这几天少
一些了。咱们的工作理顺了，群众遇到
的问题也少一些了。”
　　午饭时间，王文涵一边吃饭，一边
给父亲打去电话，“爸，这两天气温忽
高忽低，你多穿点衣服，值班点那没遮
没挡的，风大。”
　　王文涵的父亲王建忠是一名党员、
阳信县劳店镇政府工作人员，他带领志

愿者进村入户调查摸排，协助医务人员
完成核酸检测，做好分管村居的值班
工作。
　　一顶帐篷，一张行军床，空旷的田
间路口，这让王文涵时常惦记父亲。
“毕竟我晚上睡觉还是在室内，他们值
班的时候睡在帐篷里，他平时大大咧咧
的，多提醒他穿暖和点。”
　　这个家庭，同样战斗在抗疫一
线、同是党员的，还有王文涵的母亲
赵玲。
　　“您好，我是金阳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工作人员，现在要对您的情况进一步
摸排，请问您是从哪里回来的？现在居
住在哪里？打疫苗了吗？”赵玲是金阳
街道办事处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成员、共

产党员，自年初开始，她每天摸排外来
返乡人员，电话询问其流动行程并登
记，摸排需要居家隔离及集中隔离的人
员。阳信县本轮疫情暴发后，她又下沉
到各工作片区，参与核酸检测工作。
　　“你多久没见到爸妈了？”“ 14
天。”“想他们吗？”“还好吧。主要
是比较惦记他们的身体，怕他们累。不
过现在大家都忙在抗疫工作中，这也是
我们该做的，特别是党员该做的。忙起
来，也就没空考虑这么多问题了。”王
文涵赧然一笑。
　　一家三口，是亲人，也是“战
友”。疫情来临后，无数这样“小家”
的付出，守护着“大家”的安全。

“90后”小夫妻

守护万家灯火
　　□　本 报 记 者　彭辉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刘宁　牟金磊

　　3月17日，威海北风劲吹，气温骤
降。在所前220千伏变电站，来自国网威
海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的员工又开启
了新一轮的设备特巡。2号主变压器下，
一次检修二班技术员初晓坤趴在鹅卵石
铺就的基坑里，空间逼仄，他吃力地在
机器旁来回“蠕动”。二次检修二班安
全员房国俊蹲伏在初晓坤的身后，不停
地记录着。
　　“衣服又脏成这样了！”“你给我
洗呗。”几句亲昵的交谈，让记者觉得
他们的关系远非同事那么简单。“他俩
结婚两年了，都是‘90后’。”变电检
修中心副主任王芃说。
　　疫情防控中不允许电网出现丝毫差
错，保障电网安全的工作压力可想而
知。“这项工作要求我们不仅要能吃苦
耐劳，更要心细如发。”初晓坤说，在
一套庞大的系统里抽丝剥茧，需要注意
力高度集中，“一般都是工作结束后，
才发现蹭破皮了、刮破衣服了”。

　　初晓坤的工作是“一次检修”，妻
子房国俊则是“二次检修”。“通俗地
说，他负责检修设备，我负责监测设备
运行。”房国俊要确保各种设备没有警
告信号，各项指示数字在正常范围内，
相关信息能够正常上送至调度端。她的
工装臂袋中，永远插着圆珠笔、油性
笔、螺丝刀。圆珠笔是记录各项监测数
据的，油性笔是在各设备上写标注用
的，螺丝刀则是“吃饭的家伙什”，随
处可用。房国俊说：“说不清一天反反
复复地拔、插多少次，反正是形成了肌
肉记忆，不管在哪，一用完笔习惯性地
往胳膊上插。”
　　“接到返岗通知的时候，我们马上
就决定回单位。”房国俊说，“我俩年
轻，没孩子，父母都在外地，理应比年
长的同事分担更多的责任。”两人在不
同的办公室，各自在办公桌后搭起了折
叠床。“以往未必是搭档，现在人手
少，我俩倒成了固定搭档。”房国俊
说，“虽然天天很累，但我们都相信，
这段时光将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也最
有意义的日子。”

　　□　本 报 记 者　李 媛　
    本报通讯员　平祖轩　张仰运

　　3月25日下午，刚刚开完会的平度市
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史彩芳，给同
在医院工作的丈夫和儿子各打了个
电话。
　　一家三口同在疫情防控“战场”上，既
是亲人又是“战友”，史彩芳说：“这是我们
一家人最深刻的记忆。”
　　“3月初，疫情防控形势逐渐严峻，
我们在做好日常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应急准备等级，全
体人员随时待命。”史彩芳说，接到组
织核酸检测队伍奔赴各疫情防控检测点
的指令后，全院医护人员踊跃报名，各
部门紧急联动配合，立刻通知支援人员
到位，并发放口罩、防护服等防护
物资。
　　“物资都发下去了吗？”“车辆到
了吗？”3月5日凌晨，史彩芳沙哑的声
音不停地在急诊大厅中响起，一直持续
到支援疫情一线人员出发。
　　在近20 天的时间里，史彩芳已经习

惯了这样紧急调度人员物资的场景。而
她的丈夫徐建春、儿子徐珂，几乎每天
都靠在医院，儿媳只能自己照看孩子。
　　“儿媳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让
我们不要担心她，但我感觉对儿媳亏欠
了很多。”说起家人的支持，史彩芳满
是歉意。
　　徐建春是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
名120救护车司机，他和同事们承担的转
运、接送病人任务繁重。“我们基本上
是24小时随时待命，虽然有轮流休息时
间，但为了能第一时间到位，基本是在
单位休息，很少回家。”徐建春说。
　　徐珂是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医生，核酸检测成为他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我们科室在负责医院病人日常检
测工作的同时，还负责对全市部分核酸
检测样本进行检测，为了及时完成任
务，科室人员要24小时不间断进行检
测。”徐珂说。
　　虽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史彩芳
和丈夫、儿子却很少见面。“我为勇敢
的同事们骄傲，也为家人的努力和支持
感到欣慰。”史彩芳说。

父母和儿子

医院成“战友”

企业复工复产

力争取得“开门红”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初宝瑞 报道
  3月25日，工人在滨州市博兴县店子
镇一家钢板企业车间内忙碌。
  连日来，我省各地企业克服疫情影
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生产、保
订单，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等各项工
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山东开展高标准

农田运行管护排查整改
　　□记者 毛鑫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加强高标准农田
运行管理，我省近日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开展高标准农田运行管护
排查整改，范围包括2011－2021年立项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重点排查整改项目竣工验收后资产移交情况，管护主体、责
任和资金落实情况，已建成道路、田间灌排工程等基础设施情
况，电力设施配套使用情况等。
　　近年来，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截至去年底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78万亩，为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首
破1100亿斤大关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同时，部分高标准农田
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存在工程闲置、塘坝淤积、管道损毁、机井失
修等问题。此次排查整改，将针对突出问题，严查立改、举一反
三，全面深化农田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达到“精细项目管
理、便利人民群众、保障粮食生产”目的。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聚焦基层所需所盼
和群众呼声诉求，落实具体措施，边排查边整改。对于简单易
改、耗资较少或群众迫切需要的问题，要通过水费计提、财政支
持、工程质保等手段，集中力量尽快解决；对于复杂难改、耗资
较多的问题，要结合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实施改造提升，
逐项销号整改落实。
　　另外，排查整改工作既要就事论事、即查即改，着力做好
“当下改”，更要就事论“本”、标本兼治，着力解决“长久
立”。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紧盯高标准农田运行管护工作排查发
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通过完善高标准农田工程运行管护体
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省举行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专题培训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7日讯　今天，由省教育厅主办，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承办的山东省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专题培训开课。培训针对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采用线上直播方式，面向中小学及高校分管领导、心理健康
教师、班主任、高校辅导员等，超过120万人次参与。
　　据了解，现阶段疫情防控形势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新
要求，本次心理健康专题培训分中小学和高等学校两场次进行，
根据各学段特点，重点围绕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学生心理健康维
护、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流程（含伦理）、学生
心理危机的快速反应等方面进行授课。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中心（山东省学生发展与心理健康研究院）依托山东师范大学心
理学科和山东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发展研究院设立，致力于打造
全省学生发展与心理健康科研创新基地、成果转化应用平台和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指导服务平台。

泰山区域首次记录到

“鸟中活化石”中华秋沙鸭
　　□记者　王洪涛　曹儒峰　通讯员　申卫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泰山爱鸟协会会员李在田在泰山牟汶河
段记录到一对少见的鸟，被认定为中华秋沙鸭。
　　中华秋沙鸭为中国特有种，第三纪冰川期的孑遗物种，已在
地球上繁衍了1000多万年，20世纪80年代便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2002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全球濒危物种，
湿地国际（Wetland International）称其全球种群数量不到10000
只，被誉为“鸟中活化石”。
　　中华秋沙鸭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被誉为“生态试纸”。据
悉，泰山区域是东部候鸟迁徙区的重要中转站，此次中华秋沙鸭
迁徙首次飞临泰山，印证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成
果日益显现，生态友好、环境美丽、功能完善、文化永续的生命
共同体已经初现雏形。

（上接第一版）送货司机、卸货人员等其他外来人员必须持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一方面，目前全省住建领域企业人员
全部完成首轮核酸检测，第二轮核酸检测基本完成，其中涉及建
筑施工现场从业人员近100万。
  与此同时，稳妥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开复工。目前
全省房屋市政项目已开工10312个，开复工率达到86%，其中济南
项目全面实现开工复工，烟台、日照、东营、枣庄、济宁、临沂
开复工率超过95%。今年1-2月份，山东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建投
资合计迈上1000亿元台阶，建筑业完成税收同比增长9 . 7%，住建
领域行业稳定运行。

“五个创新”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

  今年山东应届高校毕业生达79 . 5万人，规模创历史新高。在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山东如何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工作？
  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衣军强在发
布会上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牵头责任部门，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
为当前就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千方百
计确保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不低于去年。
  今年，在做好高校毕业生常规性就业服务的基础上，山东注
重加强“五个创新”：创新公共就业服务程式。全过程加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采取视频直播、线上服务
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
传进校园、招聘服务进校园、就业指导进校园、创业服务进校
园、职业培训进校园、困难帮扶进校园、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校
园等“七进”服务工作，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前延伸，满足毕业
生多层次、全方位、精准化服务需求。
  创新就业指导服务方式。创新开展“才聚齐鲁 职面未来”
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集中开展就业指导线上课。创新求职招聘
服务形式，组织开展“就选山东”2022年山东省高校毕业生求职
招聘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市场需求的人岗匹配。
创新创业服务模式，积极推动大学生申领创业担保贷款“一次
办”“提速办”“简便办”。创新宣传服务样式，进一步营造良
好的舆论宣传氛围。

在外就餐需做好个人防护

  山东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与促进所副所长刘维量建议，疫情
期间，建议公众尽量在家就餐，减少多人就餐，确有外出就餐需求
的，建议做好以下个人防护措施：进入餐厅前，要规范佩戴口罩，配
合做好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服从餐厅工作人员管理；进入餐厅
后，尽量减少接触公共设施，如需排队取餐，减少交流，与相邻的顾
客保持“一米线”的安全距离。尽量避免面对面就坐，可以选择同向
而坐，尽量相隔1米以上。多人围桌合餐时，提倡使用公筷、公勺或
实行分餐制。尽量缩短就餐时间，减少同行人员之间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