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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山东潍坊商业学校学生王晓伟，一直
庆幸去年8月的一次选择：放弃潍坊市一
所普通高中入学资格，进入潍坊商业学校
信息技术专业学习。“我从小就喜欢自己
动手‘研究’计算机。在中职我能学习理
论知识、进行实践操作，并可以通过‘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上大学，
这正是我想要的学习方式。”王晓伟说。

“职校只能招收低分生”难题正在一
点点破解。我省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职教高考制度，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渠道，2020年全省中职招生有2 . 5万人
超过普高线，高职招生有2 . 4万人达到本
科线，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走上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山东职业院校
每年输送近80万名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
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海洋强省等领

域新增劳动力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乘着部省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高地的东风，我省按照“整体设计、协同
推进，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总体要求，
以等不得、慢不得、懈不得的力度和速
度，“职教高地”建设实现了“起步成
势、一年成式”。

企业、市场所需，就是职业院校所育
重点。紧跟现代优势产业、技术发展步
伐，切实契合市场需要，我省深化产教融
合，建立产教对话机制，认定首批142家
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大型智能实习
实训基地，推动工厂建到校园里、课堂搬
到车间去、专业长在产业链上。服务区域
发展，我省启动495个建设项目，中、高
职校合作企业分别达到14家、268家。

同时，我省加快构建多元办学格局，
14部门联合印发全国首个混合所有制办学
政策文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多元
办学、多样态合作、混合所有制等改革举
措，助推山东职业教育改革一步一步走进
“深水区”。

“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小规模
养殖场、兽药厂起步，到建立资产运营公
司，再到校企合资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以资本入股、固定资产入股、畜禽入

股、无形资产或技术入股等方式，探索出
了多形式混合所有制办学的路子。”山东
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副院长李志奎说。多年
来，学校对混合所有制办学体制机制进行
积极探索和实践，办了许多过去没有办成
的事情，学校与企业“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

职业教育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企业
参与。山东京博控股集团主动将企业生产
场景及资源向职业院校开放，传递出“技
能人才应具备哪些素养”的信号，帮助有
关院校缓解了实训不实、人才到岗不能上
岗等问题。京博N1N商校常务副校长岳
晓彤介绍，今年将加大基地平台建设力
度，重点推进省级精细化工实训基地升
为国家级基地，开展现代农业生态公共
实训基地等建设，提升基地服务支撑能
力。

“企业发展迅速，对技能人才要求越
来越高。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前提，是教
师技能素养能跟上企业发展速度。”济南
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李
新生透露，作为全国中高职院校教师企业
实践培训基地，今年学校将突出引导教师
教学更加贴近企业需求，深化复合型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1+X”智能制

造系统集成应用评价，进一步提升教师技
能素养。

“去年，我们自主聘请了174名优秀企
业家、能工巧匠、技能大师和108名专业
拔尖人才到校担任兼职教师和技术特派
员。”淄博职业学院院长杨百梅告诉记
者，学院采取一对一面谈、谈成即入职的
方式，引进毕业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
等高校，且有工作经验的专职教师56名，
其中博士8名、硕士48名，为建设高水平
专业群注入了新生力量。

教学改革方面，我省组建200个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开发469个专业教学标准
及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推广项
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在全国率
先发布“1+X”证书考核费用标准，按类
型教育特点评价和引导“一校一特色”。

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我省坚持
“学校的事学校说了算”，将研发机构
设置权、人才招聘权、职称评审权、内
部薪酬分配权、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
权“五项权利”，全部下放给学校，支
持学校自主设立内设机构，自主确定用
人计划、招考标准、内容和程序，实行
负面清单和事后备案制度，释放学校办
学的内生动力。

□ 本报记者 卢昱

每年数万余人次参与社会面巡防工作，
数百次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向公安机关提供
有价值信息，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在山东，700余家保安公司的数
万名保安员，初步形成了集人防、技防、押
运、物管、大型活动安保、安检等为一体的
多元化发展格局，服务领域涵盖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场、居民小区
等单位和场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省保安服务监督
管理工作，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
东省保安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管理办法》共25条，自2021年5
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5月14日。

《管理办法》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
发展保安服务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有关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密切配合，齐抓共
管，为保安服务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公安
机关应当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加
强对保安服务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市场
监管部门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税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落实保
安服务企业的相关税费优惠政策；教育部门
应当督促本系统有关单位加强保安力量建
设，把单位保安工作统一纳入监管；工会和
共青团组织应当指导保安服务企业建立健全
工会及共青团组织。

《管理办法》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
分发挥保安服务业在社会治安防范中的作
用，深化“警保联控”工作。“警保联控”
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同级
公安部门预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予以保
障。

为进一步提升保安队伍履职能力和社会
形象，《管理办法》细化了保安服务公司设
立条件、保安员上岗条件及其从业禁止条
件、着装、教育培训、考试等要求。申请设
立保安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
员应当具有保安师资格证书。保安从业单位
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条件招录保安员，保
安员取得保安员证后方可上岗服务。对以欺
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保安服务许可
的，发证公安机关经查证属实，应当依法撤
销行政许可，且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保安服务许可。

针对保安服务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管理办法》充分考虑强化对保安服务企业警示和教育，有针对
性地建立了行业监管制度，要求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
建设、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健全监管协作机制，依法对保安从业单位
开展保安服务以及执行劳动合同、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并详细规定了联合监管的内容及检查频次，创新建立了“重
点检查及约谈”“重点监管对象”等制度。

《管理办法》提出，保安从业单位和保安培训单位存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问题比较集中、被客户单位投诉举报较多等情形的，公安机关
应当重点检查并约谈；存在以转包的形式开展培训业务、以实习的名
义变相提供保安服务等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强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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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琛
王浩奇

实 习 生 张 艺

4月13日，济宁市汶上县新风光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风光”）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敲锣上市（股票代
码：688663）。该企业本次A股发行价格
14 . 48元/股，总股本13995万股；上市首
日开盘价23元，涨幅63 . 81%。这是科创
板迎来的第7家“新能源产业”、第2家
“智能电网产业”，也是山东省属企业中
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是我省首家科创板
上市国企。

新风光前身是国营汶上无线电厂，
2011年引进兖矿集团战略投资，2015年进
行股份制改造，成立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新风光现为山东能源集团
投资控股、重点培育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专业从事大功率电力电子节能控制
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

电的运用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如何将电更加高效节约地利用，已经
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立至

今，新风光在节能这条路上已经走了30
年。

“我们的拳头产品可以用‘少用电、
用好电、再生电’三个词来概括。”新风
光总经理胡顺全介绍，新风光目前主要有
变 频 调 速 器 、 动 态 无 功 补 偿 装 置
（SVG）和轨道交通能量回馈装置三大
系列产品，这三类产品在行业内都处于领
先地位。

“少用电”即变频调速器，能够通过
控制频率、电压，进而控制电机的转速，
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像在钢铁、水
泥、煤炭等领域的生产过程中，不同时间
里电机的负荷往往并不一样，如果不能控
制电机的转速，一直保持高速运转，将白
白浪费大量的能量。”胡顺全告诉记者，
在矿井提升机等高压负载中，新风光的高
压变频器可实现其软启动、智能控制和调
速节能，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
率。

目前，新风光的变频器覆盖了从低到
高的所有电压等级，在各类高耗能领域广
泛普及，为国家的节能减排作出巨大贡
献，公司生产的变频器被评为“中国名牌
产品”。

“用好电”即SVG，主要用于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可以通过稳定为电网
提供无功电流，从而保证电网运行。

“新能源虽然可再生、无污染，但其
发电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让它有
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胡顺全说，“如果
把新能源比作心脏，那么SVG则是肺，
能消除污染、净化电网”。“新能源电站
的发电全部是有功功率，必须有一定比例
的无功功率支撑整个系统电压的稳定，即
通过SVG进行无功功率补充，新能源电
站的发电才能安全地并入国家电网。”胡
顺全进一步解释说，新风光独创的光纤串
联通信技术和智能散热技术能有效提升设
备稳定性，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

“再生电”即轨道交通能量回馈装
置，多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主要功能是吸
收或储存列车在制动时产生的能量，以用
来发电。记者了解到，在轨道交通能量回
馈装置研发应用之前，通常是以发热的形
式，将列车制动所产生的能量消耗掉。城
市轨道交通最重要的特点是快速启动，频
繁停站。用上这个装置以后，一列6辆编
组的B型列车，一次停车，就可以再生约
12度电的能量。

2006年，新风光开发的轨道交通能量
回馈装置在天津地铁首次运行，是全国第
一家在地铁运行这个设备的厂家。此后轨
道交通能量回馈装置在全国城市轨道系统
内逐渐普及，2014年该装置被科技部列入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新风光目前拥有授权专利135项（其
中发明专利27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50
项，相关产品先后获得了4项山东省科技
进步奖、5项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2项国
家火炬计划、1项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
奖，参与了3项国家“863”计划产品研
制、2项科技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
目和1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装备的研制，
参与和主导制定了17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
准。

公司董事长何洪臣表示，上市后，公
司将通过实施募投项目提升公司产品的性
能，丰富产品品类，扩充产品类别，增强
研发实力，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
力，扩大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成为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电力电子设备供应
商，成为自动化控制产品和电能质量治理
行业的龙头企业。

我省国企首登科创板
其“少用电、用好电、再生电”产品行业内领先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4月13日讯 今天，菏泽发现156座连

片汉墓的消息，再次登上微博热搜。日前，考古队
员在对菏泽市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时，发现了156座汉墓，并发现了9座东周墓葬、5
个商代灰坑和27个龙山文化灰坑。

据了解，在菏泽高新区吕陵镇魏楼水库项目建
设过程中，考古人员通过勘探发现了孙大园堌堆、
侯庄堌堆、侯庄西遗址3处古代文化遗址，并在孙
大园堌堆发现156座汉墓、9座东周墓葬、5个商代
灰坑和27个龙山文化灰坑。

此次考古发掘发现的3处古代文化遗址，孙大
园堌堆位于水库西南部，总面积约1 . 2万平方米。
遗址掩埋于淤积层之下，文化层年代从龙山文化、
商代、东周延续到汉代。侯庄堌堆位于水库东北
部，面积约0 . 6万平方米，从调查及勘探得来的陶
片、瓷片看，时代有龙山文化、商、东周、汉、宋
元等。侯庄西遗址位于侯庄堌堆东北，掩埋于厚
0 . 4－0 . 6米的淤土之下，面积约1万平方米，时代
大致为宋、元或更晚。

据介绍，3处古代文化遗址中，以孙大园堌堆
遗址最为重要。该遗址发现的156座汉墓可分为土
坑墓和砖室墓两类，以土坑墓为主。土坑墓多为土
坑砖椁，均设有脚箱，多有陶俑陪葬。砖室墓多为
带墓道的“甲字形”夫妻合葬墓，砖室券顶，受盗
扰严重。东周墓葬与汉代墓葬形制差别明显，多设
有二层台，盛行腰坑并放置陶礼器。另外发现有东
周时期的灰坑和水井，说明东周时期该堌堆之上有
先民定居。

此次考古发掘是菏泽地区发掘数量最多的汉代
墓地，对研究鲁西南地区东周至魏晋时期埋葬制度
有重要意义。其中，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延续时代
长，形成的各种文化层依次叠压，且文化遗存丰
富，对于菏泽堌堆文化遗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堌堆”在菏泽方言中是土丘的意思。菏泽地处
黄河中下游，属于黄泛区，古代洪水到来时先民们被
迫离开旧居，洪水退后再返回原住所，于旧址上重建
家园。在一次次往返中，先民积累了将居住面增高以
避免洪水侵袭的经验，千百年来形成了这些高达数
米、形若山丘的“堌堆”。据统计，菏泽迄今为止
共发现堌堆遗址400余处，至今保存完好的有100余
处，而以“堌堆”命名的村庄就有百余个，其数量
之多、分布之广、布点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 图①②：菏泽市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③：考古现场清理出来的一座墓葬。（□赵念东 报道）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4月13日讯 今天，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了解到，为服务“项目落地年”，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推
出服务保障青岛市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15条工作举措基础上，进一
步优化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方式，深化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为青岛
市重点项目减负担、添活力，保障市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全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张会佐介绍，青岛市创新审批服
务方式，推行“拿地即开工”模拟审批服务、告知承诺服务、现场协
调服务。其中，“拿地即开工”模拟审批服务，即对于达成建设或投
资协议的市重点项目，项目单位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前，各审批部
门和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容缺预审查，并出具容缺预审查意见。待项
目用地手续完备并达到法定条件后，审批部门在2个工作日内出具正
式审批文件。现场协调服务即各市直部门、区市政府主动为重点项目
提供“送政策上门”“现场办公”服务，通过加强现场办公服务，为
重点项目解决堵点、难点，助力项目高效推进。

再造审批服务流程方面，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则通过优化用地
立项规划审批流程、施工许可审批流程、竣工验收流程，大幅提高重
点项目审批效率。实施联合验收定制服务，成立联合验收服务专班，
实行专人“管家服务”，帮助项目建设单位高效完成联合验收等工
作。推行市政公用服务“一站式申请”和主动服务，全市水电气暖等
市政公用服务事项均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运转办理，待项
目具备接入条件时主动提供接入和开通服务。

青岛深化建设项目

审批流程再造
推行“三项服务”助重点项目快审批快开工

4月13日，济南龙鼎大道南端，大片的芝樱沿着山坡次第绽放，
形成一片粉艳的花海，景色美不胜收，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拍照。

据了解，这里曾经是一片渣土山。近年来，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
化部门开展了渣土山的生态治理工作，通过随坡就势，大力改善绿化
条件，形成了现在这片美丽的花海。

昔日渣土山

“变身”网红花海

□通讯员 徐舟 报道

菏泽新发现连片汉墓“密码”待解
仅孙大园堌堆就发现156座汉墓、9座东周墓葬、5个商代灰坑和27个龙山文化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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