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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年底前各省份开通“一网通办”平台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6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
活力；决定改革完善乡村医生和
兽医职业资格制度，为高校相关
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

会议确定，要进一步优化企
业开办服务，年底前各省份全部
开通“一网通办”平台，实现全部
手续线上“一表填报”，办齐的材

料线下“一个窗口”一次领取。在
加强监管、保障安全前提下，推广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作为企业在
网上办理企业登记、公章刻制、涉
税服务、社保登记、银行开户等业
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
名手段。推动企业开办时间从去
年推开的5个工作日以内压缩至
4个工作日以内或更少。这既是
一项制度安排，也是防疫条件下
的便企措施，有利于增企业、稳就
业。

会议要求，在已实施大幅压
减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自然垄断行
业服务收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清
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坚决
做到“五个严禁”：严禁依托政府
部门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强制企业
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
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
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
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
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
重复收费。

针对农村对充实乡村医生新
生力量的巨大需求，以及现代畜
牧业和动物疫病防控对兽医人才
的需要，会议决定，一是借鉴一些
省份的现行做法，在湖南、广东、
贵州等16个省份推动改革完善
乡村医生职业资格制度，允许临
床医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专以
上学历并有临床实践的应届毕业
生，包括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
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缩短求职时间，减少就业成

本。二是在已出台的年底前对执
业兽医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
证”的基础上，通过推动修法改革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方式，允许兽
医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报
考、考试合格的毕业时即取得执
业资格。同时，取消执业兽医注册
和乡村兽医登记许可，使取得执
业兽医资格的人员备案即可执
业，具有兽医相关专业中等以上
学历的人员备案即可担任乡村兽
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山东布局“鲁氢经济带”

会上，就规划的主要内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关兆泉介绍，在发展阶段
上，围绕建设国家氢能与燃料电
池示范区，实现“三步走”。

从现在起至2022年，为全面
起步阶段。产业发展制度体系逐
步建立，工业副产氢纯化、燃料
电池发动机、关键材料和动力系
统集成等核心技术率先取得突
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加氢基
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燃料电池
汽车在公交、物流等商用车领域
率先示范推广。

2023年至2025年，为加速发
展阶段。产业链条健全完备，燃
料电池核心技术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制氢、储运、加氢及配套
设施网络逐步完善，氢能在商
用车、乘用车、船舶、港口机
械、分布式能源、储能等应用
领域量化推广。

2026年至2030年，为塑造优
势阶段。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全
面提升，关键技术综合指标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企业和
品牌，建立氢能产业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新业态深度融合的
新型智慧生态体系。通过10年
左右的努力，建成集创新研发、
装备制造、产品应用、商业运营
于一体的国家氢能与燃料电池
示范区。

关兆泉说，在发展布局上，
着力“构筑两大高地、布局两大
集群、培育壮大鲁氢经济带”。构
筑两大高地，围绕“中国氢谷”、

“东方氢岛”建设，将济南打造
成为氢能产业创新研发、装备
制造、商务会展、商业应用基
地；将青岛发展成为氢能轨道
车辆及船舶研发制造、氢能港
口机械及物流应用、氢能热电
联供及固定式、分布式电源研
发应用基地。

布局两大集群，形成以潍
坊、淄博为龙头的燃料电池及
关键材料产业集群和以聊城、济
宁为龙头的燃料电池整车及氢
能制储装备产业集群。借助两大
高地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两大集

群氢能产业快速发展，培育壮大
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
济宁为重点区域的“鲁氢经济
带”。

到2022年建成30座加氢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会上获悉，山东要持续加强氢能
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坚。充分发
挥领军人才、创新平台引领作
用，加大对工业副产氢利用技术
攻坚，以及氢燃料电池质子交换
膜、电堆、发动机系统及整车集
成等环节的攻坚力度，力争到
2025年建立起完善的氢能技术
创新体系。

就我省氢燃料电池汽车推
广应用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省国防科工
办主任靖士宽介绍，目前山东省
已建成加氢站6座，其中，5座日
加氢量在500公斤以上。在济南、
潍坊、济宁、聊城等市开展了氢
燃料电池公交车的示范运行，已
开通燃料电池公交专线7条。目
前，全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上牌
数为242辆。今年3月，潍柴集
团举办了“潍柴20000台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工厂正式投产”
仪式，标志着我省氢燃料电池
业务走出了迈向全球一流商业
化的关键一步。

靖士宽说，下一步要发挥
我省骨干企业优势，以济南、
青岛、聊城等城市为重点，着
力发展 8-12米燃料电池公交
车、4 . 5-7 . 5吨物流车、市政环
卫专用车等，全力突破40吨以
上燃料电池重型卡车关键技术，
逐步实现批量生产能力。

记者从会上获悉，按照山东
省加氢站建设规划目标，到2022
年要累计建成加氢站30座。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周善东表示，目前正在组织制定

《山东省加氢站技术导则》和《山
东省加氢站建设运营管理办
法》，主要包括加氢站设计、建设
管理相关技术要求、加氢站审批
流程、规范运营、安全管理等有
关内容，技术导则和管理办法
已通过第一次专家论证。下一
步，将尽快完善出台上述两个
文件，指导各地做好加氢站建
设运营管理工作，促进氢能产
业有序发展。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范佳） 6月24日下午，青企

峰会“双招双引”通气会在济南
举行。据悉，今年青企峰会将于
6月30日以线上形式在济南举
行，董明珠等大咖云集。

据介绍，今年青企峰会将
与儒商大会合办，在济南主会
场举办开幕式，在16市设分会
场举办线上推介路演、项目洽
谈等活动。团省委主要承担邀
请嘉宾、招引项目、组织线上洽
谈等工作，目前各项筹备工作
基本就绪。

目前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
珠、华侨城集团总经理姚军、上
海兆芯集团董事长叶峻已确定
线上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峰会坚持“项目为王”，突出新
基建、“十强”产业、工业技改、
平台支撑等重点领域，在大会
开幕式上将推介36个项目，投
资额近600亿元。此外，还将组
织重点项目方与部分县（市、
区）、产业园区代表线上洽谈，
磋商投资落地细节。

针对去年青企峰会取得的
成果，2019年以来，团省委紧
盯去年峰会推介项目，成立专
班、跟进协调，加强与各市投促
部门的联系对接，梳理济南、青
岛等61个园区产业发展方向和
招商工作重点，精准推动项目
落地。目前，已落地46个，总规
模1143亿元。

在拓展招商平台方面，在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
四川等省市建立“双招双引”工
作站，对接当地商会、校友会和
两届峰会重要嘉宾资源，组织
峰会招商专班分赴各地招商引
资，形成了“以工作站为依托，
以商会、校友会和峰会嘉宾为
支撑，招商专班贯穿始终”的

“131”招商模式，共为各县区联
系意向落地项目63个。此外，在
疫情期间，开展9场线上洽谈，
招引项目12个，计划投资317亿
元。开辟了引智渠道。在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等34所“双一流”
高校建立“青鸟驿站”，深入实
施“青鸟计划”，建设线上综合
平台，助力企业招才和大学生
求职精准对接，疫情期间推出
高质量就业岗位28 . 5万个。

青企峰会6月30日
在线上举行
董明珠等大咖云集

济青带头，六市共谋“鲁氢经济带”
山东将建国家氢能与燃料电池示范区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东省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0-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6月24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有关内容。山东建设国家氢能与燃料电池示
范区，将实施“三步走”，并将培育壮大“鲁氢经济带”。

◎从现在起至2022年
为全面起步阶段

◎2023年至2025年，
为加速发展阶段

◎2026年至2030年
为塑造优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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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济南打造成为
氢能产业创新研
发、装备制造、商
务会展、商业应用
基地

济南 青岛

将青岛发展成为氢能
轨道车辆及船舶研发
制造、氢能港口机械及
物流应用、氢能热电联
供及固定式、分布式电
源研发应用基地

3

以聊城、济宁为龙头
的燃料电池整车及氢
能制储装备产业集群

以潍坊、淄博为龙
头的燃料电池及关
键材料产业集群

培育壮大
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济宁为重点
区域的“鲁氢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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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济宁潍坊、淄博

“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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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氢能产业
山东未来十年要做这些大事

◎在发展阶段上：
要实现“三步走”

◎在发展布局上：
着力“构筑两大高地、布局两大集群、培育壮大
鲁氢经济带”

◎在重点任务上：
谋划实施“七大工程”

◎在工作保障上：
提出七项政策措施

《山东省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0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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