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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区企业和项目
复工不需备案

《措施》提出，要分区分
级精准推动企业和项目开复
工，各地自行设置的各类审
批或变相审批一律撤销。

具 体 来 说 ，低 风 险 区
域，落实常规型管控措施，
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
面放开人员、交通管控，人
员凭健康通行卡跨区间流动
不 受 限 制 ，不 采 取 隔 离 措
施，企业和项目开复工不需
备案；中风险区域，实行工
业企业复工复产备案制，企
业可登录“爱山东APP”平
台或省“一网通办”总门户
企业和项目开复工备案系
统，按要求在线提交备案申
请，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
要在2个工作日内确认，并
督促指导企业和项目建设单
位在严格落实必要的防控措
施基础上，加快复工达产进
度，做到能复尽复、应开尽
开、能产尽产。

省内返岗务工人员，由
用工单位实行符合规定的岗
位健康管理，由企业所在县

（市、区）疫情处置工作指挥

部负责监管到位。外省来鲁
人员持输出地（非疫情防控
重点地区）健康证明、乘坐

“点对点”特定交通工具到达
的，不再实施隔离观察，由用
工单位自行进行符合要求的
健康管理，企业所在县（市、
区）疫情处置工作指挥部负
责监管到位；对户籍在外地，
能够证明上岗前14天在山东
且没有外省活动史、没有与
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的，视
同省内返岗务工人员。

搭建复工达产平台
企业可实时提报需求

提高项目投资审批办理
效率，凡可通过线上办理的
审批、备案等事项不得要求
申请人到现场办理。对确需
提交纸质材料的实行容缺受
理、容缺办理，待疫情结束后
再补交纸质原件，最大程度
加快项目推进速度。对疫情
防控期间到期的许可证，延
期到疫情结束后1个月内再
办理延续、变更、换发等业
务。

按照《措施》，省委经济
运行应急保障指挥部省级政
策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运行

“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复工达
产服务平台”，设立企业复工
全要素专区，及时发布防护

物资、用工、设备、原料、物流
等供需信息，提供在线办公、
防疫管理、电商平台等便捷
服务，提高产业上下游链接
和供需对接效率。组织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用服务平
台，实时提报复工达产需求
并报告疫情防控情况。

重点项目安排联络员
解决物资难题

落实重点项目施工的物
资与人才保障。结合“四进攻
坚”行动，安排重点项目驻企
联络员，全时段在岗、全流程
指导、全方位服务，全面梳
理、摸排项目建设复工中所
需的疫情防控物资及钢材、
砂石料、混凝土等原材料情
况，报项目所在县（市、区）疫
情处置指挥部统筹协调解
决，本级确有困难可报上一
级指挥部协调解决。全力支
持砂石矿山企业复工复产，
对停产整顿的砂石矿山企
业，尽快帮助其完成整改、恢
复生产。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建立施工原材料供应基地，
有效保障当地或邻近重点项
目开复工。

对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
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所
亟需的省外工程技术人员，
需进行14天隔离措施或参加

项目建设但在当地无法自行
解决住宿等生活条件的，由
项目建设单位向所在县（市、
区）疫情处置指挥部申请报
备，由疫情处置指挥部负责
帮助协调解决住宿、就餐等
实际问题，有效保障工程技
术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各市要选50个企业
作为试点提供服务

将疫情发生以来省级出
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整理形成
涉企政策“说明书”，结合“万
名干部下基层”及省直有关
部门单位、各市组织的服务
基层和企业活动，切实把政
策送到一线。

山东要求，各市分别选
择50个企业、50个项目作为
试点，“一企一策”“一项目一
策”形成政策“明白纸”，开展

“送政策上门”活动，由各市、
县（市、区）与企业、项目对
接，为企业提供定制服务；以
县（市、区）为单元，行业主管
部门组建工作专班，开展企
业和项目整体情况摸排，列
出清单，实行“一对一”上门
指导、跟踪服务，帮助企业分
析排查复工复产面临的问题
和困难，有针对性地制定措
施，逐项加以解决，打通政策
落地“最后一公里”。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者 潘世金）
“孩子第一次考了28 . 5分，第二次考了30

分。”12日，山东省外语听力考试成绩发布
后，一位家长感慨，幸好听力可以考两次，
取最高成绩，否则孩子可能就拿不到满分
了。

此前，省招考院发布了《关于做好山东
省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
的通知》，明确指出夏季高考的统一考试科
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其中，外语
科目听力考试单独组织，满分为30分，考生
考两次，取两次成绩中较高的作为有效成
绩加入高考总分。

“第一次听力考试，也是我的第一场高
考考试，当时坐在教室里非常紧张，尤其在
答前三道题时，很难集中精力去听。但到了
第二次考试，心态明显放松了很多。”山东
省实验中学高三学生李嘉豪认为，安排两
次听力考试很合理，照顾到了高考生的感
受，在两次考试中间20分钟的休息时间里，
他在草稿纸上写下了几句鼓励自己的话，
心态平复了不少。高三学生张千一则表示，
第一次考试结束后，他总结了其中的不足，
第二次考试时更加认真，状态更好。

“从几个班的统计结果来看，50%的学
生可以考到满分，90%的学生的成绩在27
分以上，整体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还是比较理
想的。”12日下午，山师附中高三英语老师冯
照正在统计学生的考试成绩，他告诉记者，
对学生来说，英语听力分两次考试是给自己
增加了机会，同时也减少了学生因紧张造成
的失误，但对英语成绩的提高没有带来本质
的变化，只能出现状态性的改变。

山东加快复工达产进度，各地自行设置的开复工审批一律撤销

低风险区全面放开人员交通管控
11日，围绕破解当前制约企业复工达产和重点项目开复工的突出矛盾问题，山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企业

复工达产率加快重点项目开复工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根据《措施》，各地自行设置的各类审批或或变
相审批一律撤销，低风险区域，落实常规型管控措施，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企业和项目开复工不需备案。省内低
风险区域，全面放开人员、交通管控，人员凭健康通行卡跨区间流动不受限制，不采取隔离措施。

山东省外语听力考试成绩发布

可考两次缓解了紧张

不少学生拿到满分

●各地自行设置的各类审批或
变相审批一律撤销，低风险区域，落
实常规型管控措施，全面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企业和项目开复工不需
备案。

●省内低风险区域，全面放开
人员、交通管控，人员凭健康通行卡
跨区间流动不受限制，不采取隔离
措施；省内返岗务工人员，由用工单
位实行符合规定的岗位健康管理。

●大力推行网上办、掌上办，凡
可通过线上办理的审批、备案等事
项不得要求申请人到现场办理。

●上线运行“工业企业疫情防
控复工达产服务平台”，提供在线办
公、防疫管理、电商平台等便捷服
务，提高产业上下游链接和供需对
接效率。

●大力支持服务业开业复工。
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的服务
业企业，减免或减半收取1-3个月的
房租；对存在资金支付困难的，可以
延期收取租金。

●全力落实重点项目施工物资
保障，安排重点项目驻企联络员，全
时段在岗、全流程指导、全方位服
务。

●各金融机构要针对重大项目
建设融资需求，开辟绿

色通道、优化信贷
流程、压缩审批时
间，为项目提供
优 质 快 捷 高 效
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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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要和山东医疗队一
起战斗，真是百感交集。没想
到会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
下，和家乡人见面。”3月 12
日，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7西病区，一位山东潍坊籍
的本院医生和山东医疗队“会
师”，她将与山东省第三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携手并肩、
共同战疫。

这位医生叫韩迎燕，老

家在山东潍坊，14年前考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博士毕业后进入同济医院，
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疫情
发生以来，她就加入了战疫
一线。“我是1月31日开始进
入中法新城院区隔离病房工
作的，先后和来自北京、陕西
等多个省市的医疗队一起工
作。”

连续奋战了20多个工作
日，韩迎燕短暂休整后，再次
返回隔离病房。“没想到再次
回来是和来自老家山东的医
疗队一起工作。”韩迎燕说，疫
情发生后，在老家的父母非常
担心她的情况，“经常和他们
视频，我告诉他们随着各医疗
队的到达，情况在不断好转。”

在交班的时候，山东省第
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员、潍医
附院主管护师范春华无意中
听到韩迎燕是山东潍坊人，就
特意聊了几句。让范春华没想
到的是，俩人外公外婆家竟是
一个村的。

“她和我舅舅家的表妹还
是初中高中同学，小时候我们
有可能也见过，一起玩过。”两
人立即用家乡话聊起了家常。
战疫一线遇同乡，两人都非常
激动，越聊越近。

“等疫情结束了，一定给
各位当向导，陪你们重游武
汉。”“等你回老家，咱们一
定相聚。”韩迎燕和医疗队
员们约定，疫情结束后要好
好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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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迎燕（左）和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范春华（右）约定，疫情结束后要好好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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