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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E
Dong xiang dian ji

动向点击

“十强”产业“雁阵形”

集群将被专项激励

导报讯(记者 初磊)经济导

报记者从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网

站获悉，根据《“十强”产业“雁阵

形”集群培育支持办法》(鲁发改

重大办〔2019〕458号)和《关于报送

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

群库2020年度入库产业集群发

展情况的通知》，近期，省发展改

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

山东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

业的评审工作。

经各市申报、专班推荐、专

家评审、综合审查，并与有关部

门沟通协商，拟对2020年度确定

的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

给予专项激励支持并予以公示。

山东落实资金9 . 71亿

加快创新产品推广应用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年

来，山东省财政聚焦支持高端装

备、关键核心零部件等创新产品

推广应用，不断丰富政策手段，

在生产端和应用端双向发力。截

至目前，省财政已累计落实资金

9 .71亿元。

在生产端，采取“财政+保

险”方式，先后推出首台(套)技术

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首批次

新材料、首版次高端软件等补贴

政策，支持企业加快产品市场开

拓进度。在应用端，聚焦产业发

展重点领域，将26类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和58个创新产品引

入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引导采购

人优先采购，支持企业实施技术

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兰高速费县薛庄互通

及连接线工程公示

导报讯(记者 初磊)经济导

报记者从山东省工程咨询院获

悉，该院受项目单位山东高速集

团委托，对《G1511日兰高速费县

薛庄互通及连接线工程社会稳

定风险分析报告》进行评估。为

广泛征询利益相关者对项目在

决策、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社

会稳定风险方面的意见和诉求，

将项目有关情况进行公示。

根据公示，项目投资估算总

金额82156 . 9万元，其中薛庄互通

立交估算总金额16225 . 6万元，连

接线65931 .3万元；工期24个月。

一季度超千只信用债

推迟或发行失败

据新华社电 随着市场监

管的加码，信用债今年以来发行

明显遇阻。根据Wind最新数据统

计，今年一季度全市场共有1083

只信用债推迟或发行失败，涉及

金额3913 . 6亿元，而去年同期只

有695只，金额为2760 . 8亿元，发

行数量大涨55 . 8%，融资规模上

涨41 .8%。 (钟源)

央地严查

种业违法违规问题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

日前组织开展春季种子市场大

检查。重点是针对玉米、水

稻、大豆、蔬菜、向日葵等农

作物种子及马铃薯种薯，集中

检查种子交易市场和经营门

店，严查种子套牌侵权、未审

先推、种子质量低劣、真实性

不符合、档案不健全、备案不

完整等问题。

此次市场检查针对不同区

域各有侧重。南方早稻主产区

重点严把种子质量关，东北玉

米主产区重点检查非法转基

因玉米种子，北京、上海、

广东、山东等地重点检查进

口种子。 (李志勇)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日，山

东省财政厅部署在全省开展预算绩

效管理扩围提质年活动，重点围绕

五大任务，加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提出省级在年底前基本建成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市县加快扩围升级、

提质增效，推动财政资金进一步聚

力增效。

建机制，探索政府预算综合绩

效评价。开展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

效评价试点，探索建立政府财政运

行综合绩效评价机制。

扩范围，实现省级部门绩效管

理全覆盖。进一步落实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责任，健全包括指标体系建

立、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评价等在

内的闭环管理体系，将部门整体绩

效目标、整体绩效自评情况随预决

算报人大，进一步提升部门整体履

职成效和核心业务实施效果。省级

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范围扩大至所有

部门，市级整体绩效管理部门数量

原则上达到50%以上。

讲成本，开展支出项目成本效

益分析。选择部分领域和市县，运

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公共产品和

服务实施全成本管理。探索开展预

算执行中的成本控制、预算执行后

的成本目标评价。

强监督，加强人大、审计协同

联动。建立财政审计协同联动机

制，进一步规范财政管理，维护财

经纪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促融合，推动预算绩效一体化

管理。在优化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

目标管理模块的基础上，将绩效监

控、绩效自评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推动预算绩效全链条信息化

管理。探索“大数据”技术在绩效

管理的应用，提高绩效管理信息化

水平和工作效率。

山东全面启动“预算绩效管理扩围提质年”

省级部门绩效管理年底前“全覆盖”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山东省的省会经济圈交通一体

化协同推进迈出了关键一步：4月6

日上午，省会经济圈“一圈同城，

交通先行”建设启动暨京台高速改

扩建工程开工活动在济南举行。省

会经济圈7市分别介绍了交通一体化

互联互通工程进度。

据经济导报记者观察，备受省

会经济圈和鲁南经济圈市民关注的

“济枣高铁”项目也排上“时间

表”，这条“最美高铁”搭建的

“一小时生活圈”将直接拉近上述

两大经济圈的距离。

济枣高铁“进行时”

全面开工将近

近日，山东16市2021年重点任务

公开承诺事项公布，经济导报记者梳

理发现，济南、泰安、济宁、枣庄四城

均将济枣高铁建设排上“时间表”。

济南承诺，“实施省会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369’行动，谋划推进经济

圈市域铁路项目。”其中的市域铁路

项目，包括济枣高铁在内。泰安承诺，

“加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

推进济枣高铁、济枣高铁泰安东站、

宁阳东站、泰安港东平港区、京台高

速改扩建、泰东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济宁承诺，“加快推进雄商高

铁、济枣高铁建设，确保鲁南高铁曲

菏段竣工通车。”枣庄承诺，“全面

启动济枣高铁建设。”

济枣高铁在枣庄市境内长约

103 . 5公里，约占全线长度的40%。对

于该项目，枣庄市今年3月份就明确

“要求”：要坚持规划引领，围绕

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和承载能力，加

快推进项目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突

出做好规划论证，科学设计线路走

向，确保尽快拿出最佳方案；要强

化互联互通，结合高铁站点选址，

统筹考虑城市空间结构关系，强化

与周边城市的相向对接，主动融入

全国高铁网络，促进人流、物流、

信息流全面畅通，不断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要推动交旅融合，进一步

完善旅游交通网络，特别要放大高

铁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南向

门户“桥头堡”，吸引更多游客来

枣庄旅游消费。

去年12月底，山东省铁路建设

专项小组曾在济南举行济枣高铁项

目建设动员大会，对项目建设进行

动员部署，明确了工程开工、征地

拆迁等各项工作安排，标志着济枣高

铁建设正式提上了日程。值得一提的

是，2021山东重大储备类项目中，与

济枣高铁相关的项目有两个，分别

为：济枣高铁宁阳东站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宁阳县城至拟建济枣高铁宁阳

东站快速连接线建设工程。

采访获悉，济枣高铁原计划4月

1日开工，截至目前，项目土建工程

7个标段招标相关工作还在进行中，

全面开工将近。6日下午，山东济枣

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对此确

认：“项目正在推进。”

根据3月初出炉的《新建济南至

枣庄铁路土建工程施工单价承包招

标公告》，济枣高铁新建正线262 . 949

千米，全线共设济南东、港沟、南山、

泰安东、宁阳东、曲阜东、邹城、滕州

东、枣庄南站、台儿庄10个车站，其中

港沟站为济莱高铁在建站。

4月6日上午，经济导报记者来

到济南市邢村立交桥东南侧、历城

区港沟街道潘庄村附近的中铁十局

济莱高铁1标三工区的项目工地，只

见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一名施工工人

指着融创文旅城以东、绕城高速以西

的区域介绍，“港沟站在这个位置。”

从“港沟站”南行约千米，就

是济南章锦综合保税片区。项目与

济南绕城高速相距约百米，驱车行

驶在高速上，可见两侧立起的高架

墩柱，墩柱上方，将架设箱梁铺设

高铁轨道。随着济南首条市域高铁

在市区现出了“轮廓”，“轨道上

的省会经济圈”迈进一大步。

“一小时生活圈”

拉近省会与鲁南距离

济南和枣庄市台儿庄古城相距

近300公里，从济南出发沿着济泰高

速、泰新高速转新台高速自驾，约

需3个多小时的车程；若选择高铁出

行，从济南买票上车，最快的车次

50分钟可到达滕州东站，下车之后

还有约100公里的车程，旅客得换乘

汽车走一段高速路；或许还有一种

选择，济南乘坐70分钟的高铁抵达

枣庄站，旅客再换乘汽车行驶约60

公里的路程。无论哪种选择，时间

都会超过两个小时。因此，作为一

条串起“一山一水一圣人”多个旅

游景点的济枣高铁项目，备受沿线

居民关注。将来旅客从济南东站上

车可直达台儿庄区，按设计时速350

公里/小时估算，济南到台儿庄，乘

济枣高铁只需一个多小时。

今年1月，山东济枣高速铁路有

限公司发布了“新建济南至枣庄铁

路文旅高铁概念设计方案征集”公

告。根据公告，项目跨越“儒家文

化旅游带”“泰山文化旅游带”和

“古城文化旅游集群片区”三大旅

游集中带。从征集范围和内容看，

以济南东至台儿庄设计全线为主

轴，利用高铁这一动态载体串联起

历史文化、景点旅游、民俗风情、

红色文化等内容。

对旅客而言，乘坐济枣一条高

铁即可饱览天下第一泉景区、泰山

景区、曲阜三孔景区和台儿庄古城4

个5A级景区，“一小时生活圈”直

接拉近省会与鲁南距离。

而放眼“轨道上的省会经济

圈”，济枣高铁仅是山东省加快建

设的4条高铁之一。

根据省会经济圈“一圈同城，交

通先行”建设部署，山东将全面加快

建设济郑、济莱、济枣、黄台联络线4

条高铁，力争年内开工建设济滨、京

雄商高铁山东段、京沪高铁辅助通道

(滨州至东营段)3条高铁，规划推进德

商、滨淄莱临等高铁项目，构建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的一体化

轨道交通体系，打造高效便捷的

“一小时经济圈”。

建成后，省会经济圈内将市市

通高铁，实现济南西站、济南站、

济南东站三个主要客运站的互联互

通，向东衔接济青高铁，向西衔接

“郑州-西安-兰州一西宁”高铁，

形成沿黄“一字型”高铁大通道。

截至目前，省会经济圈7市在建

交通项目约60个，年内开工项目约

60个，正在谋划推进项目60余个。

这些项目涉及机场、高速铁路、高

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内河

水运和港口等多个领域。

山东四市将济枣高铁建设排上“时间表”

“最美高铁”串起两大经济圈◆导报记者 时超

山东省潍坊市发改委驻

峡山开发区大圈村第一书记

牛伟国，把最美好的时光奉

献给了农村脱贫事业，被村

民亲切地称作“老黄牛”。

从2013年起，他连续8年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两

次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先后帮扶 4个村，累

计募集款物 1 8 2 0万元，带

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6000

万元，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

改造、扶贫产业发展、民生事

业等方面。

3月31日，牛伟国被授予

脱贫攻坚一线“齐鲁时代楷

模”称号。

主动投身脱贫攻坚

2013年，长期在政研系

统工作的牛伟国，主动提出

驻村扶贫，来到安丘市吾山

镇石河村担任第一书记，投

身到脱贫攻坚事业中。

石河村距离牛伟国的家

有100多公里，是一座省级贫

困小山村。初来乍到，一间不

大的临时居所替代了牛伟国

往日热闹的“朋友圈”，这对

于在农村长大的他来说，可

谓说不出的熟悉。

很快，牛伟国就找到了

工作的切入点。石河村贫困

户刘政志当时家里是残垣断

壁、妻子另嫁、俩娃辍学，仅

孩子的辍学问题，前期就有

志愿者和义工组织多次尝试

解决，但都无功而返。

牛伟国从危房改造入

手，用两个月时间跑部门筹

集资金，帮助刘政志家完成

危房改造，并自掏腰包为

这 一 家 人 购置生 活 必 需

品。房子建好后，牛伟国又

帮助刘政志家盖起两排鸡

舍，鼓励其发展养殖业，并帮

其找销路，为这个家解决“生

计”问题。

为了解决刘政志孩子辍

学问题，牛伟国几经曲折找

到刘政志已经改嫁外地多年

的前妻，多次往返沟通，才在

当地村干部的协调下见上了

面，又费尽口舌做通她的思

想工作。最终，刘政志辍学半

年的小女儿复学，大女儿也

在城区找到了工作。

这些年来，牛伟国帮扶

了个诸多像刘政志这样的贫

困户，暖了无数人的心，让贫

困户们树起脱贫志气和信

心。虽然在他的扶贫日记里，

我们找不到细节的描述，但

是在田间地头，“老黄牛书

记”帮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故

事，不断被村民们讲述。

带动产业脱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让牛伟国花费更多精

力的，还是在他离开驻村之

后，如何让农村实现自驱

动、贫困户不返贫、普通农

户致富有门路、农村发展有

活力。

在石河村，牛伟国多方

争取资金扶持栽植优质核

桃、注册“石河粉皮”商标、建

立从村到市区的消费扶贫渠

道等。短短两年时间，就有12

户贫困户脱贫，村人均年收

入提高1200多元，集体收入

超过10万元。

在每一个扶贫村，牛伟

国都带领村“两委”制定《党

员结对贫困户工作制度》

《党员帮扶目标管理制度》，

编制《合格党员明白手册》，

并把每月主题党课整理成

册，发放到每名党员手中。

他说:“驻村两年，终会离开，

更重要的是留下一个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的好班子。”

2019年，脱贫攻坚进入

决战决胜的关键期，牛伟国又

主动请战到峡山开发区大圈

村担任第一书记。但驻村不到

两个月，妻子查出患有重大疾

病，需要立即动手术。他为了

不耽误工作，在妻子出院当

天，就带着妻子一起住到了

村里。

牛伟国在大圈村，对村里

相对落后的硬件设施进行了

改造升级，多方募集资金200

万元，硬化道路5万平方米。争

取国网潍坊供电公司的惠农

政策，新安装两台变压器，灌

溉 农 用 电 网 覆 盖 全 部 农

田……在他的努力下，大圈村

不仅有了颜值，钱袋子也沉

甸甸的。

如今，大圈村的村集体

年收入已达50万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超过6000元。牛伟

国更是引导大圈村发展猕猴

桃等产业，带来产业扶贫效

果。“2021年将继续举办电商

采摘节，对大樱桃、猕猴桃统

一包装、上市，打响大圈村的

品牌，让更多老百姓脱贫致

富。”牛伟国说道。

牛伟国：
让农村有颜值有“钱景”

导报讯(记者 王雅洁)

经济导报记者最新获悉，日

前，山东省国资委任命段友

臣升任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山东种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在此之

前，段友臣一直担任山东种

业集团党委副书记一职。

段友臣表示，将锚定

“ 1 2 3 4 5”思路和“五个

一”规划，加快种业集团的

发展步伐，坚决打好种业翻

身仗，为现代农业强省突破

战略贡献山东种业力量。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家国有种

业企业集团，山东种业集团

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

的省管一级国有全资企业。

集团原为山东种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2年12月由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共同投资设立。

2018年5月，集团股东变更

为山东省国资委、山东国惠

投资有限公司和山东省社保

基金理事会，名称变更为现

用名山东种业集团。

目前，山东种业集团拥

有权属企业4 0余家，发起

成立了规模3 . 72亿元的山东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产业

涉及现代智慧农业、现代

种业、营养型农业、农业

社会化服务、农资农机、农

(副)产品加工与物联、辐照

检测等领域。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9月末，山东种业集

团资产总额6 . 35亿元，负债

总额2 . 42亿元，所有者权益

3 . 93亿元。去年前三季度，

山东种业集团实现营业总

收入1 . 7 9亿元，同比增加

1 . 5 5 亿 元 ；实现 净 利 润

7 6 8 . 7 8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589 . 77万元。

段友臣任山东种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济枣高铁串联起省会经济圈和鲁南经济圈，

沿途可饱览天下第一泉景区、泰山景区、曲阜三孔

景区和台儿庄古城4个5A级景区美景

高铁将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人员流动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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