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卢姗)11月11
日，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的标准化专家评估组抵达山
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对其所属
的山东鲁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长清服务区进行“高速公路服务
区物业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
项目终期评估，通过为期半天的
评估会，最终顺利通过试点项目
的终期验收。

据了解，本次试点以山东高
速所辖济广高速长清服务区为
标准化实施示范点，由山东高速
服务开发集团控股的山东鲁晨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具体实施，试
点周期为2年。

试点建设期间，鲁晨公司以
满足服务区用户实际需求为导

向，从资产管理、设施设备管理、
能源管理和保洁安保管理等服
务区物业服务领域入手，构建起
科学合理、层次分明、满足需要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物业服务标
准体系框架。

创新高速公路服务区物业
管理服务模式，建立了以国家、
行业和地方标准为基础，以企业
标准为主体，形成包括管理体
系、基础通用标准体系、服务提
供规范、服务保障规范在内的，
具有行业特色的标准体系，加强
人员标准化意识和水平提升，规
范服务区标准化物业服务，不断
提升服务区供给物业服务的能
力，树立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物
业服务规范标杆，创建山东服务
区品牌，为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

物业服务标准化工作提供经验。
在此次终期评估会上，专家

组通过现场查验资料、听取试点
工作汇报等方式，从物业服务标
准化工作模式、标准化基础性工
作、标准的宣传及贯彻应用、标
准信息平台管理等方面对试点
建设情况进行评审。对山东鲁晨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年来所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一致同意
通过考核评估。

山东鲁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严格按照国家服务业标准体系，
紧扣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服务保
障标准和服务提供标准三大标准
体系，梳理出国家标准86项、行业
标准25项、地方标准12项，团体标
准7项，编制鲁晨公司企业标准
113项，共计243项标准。

全国首个高速服务区物业服务国家级标准试点项目通过终审验收

未来山东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山东高速长清服务区外景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朱贵银

开通两年时间
签约汇款额均破10亿

距济青高铁济南东站直
线距离不到10公里，唐冶东路
与文苑路交叉口，历城区新政
务中心东邻，竖起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内
的一处新地标。这里就是山东
铁投集团投资打造的全省第
一个新动能高铁经济产业园
区——— 唐冶·高铁产业园。

从2018年8月项目一期
全面开工，到2019年7月开
放营销中心、举办首场品牌
发布活动，再到2020年7月
签约额、回款额双双突破10
亿元大关，两年时间里，山
东铁投以破竹之势推动项
目连战连捷，跑出高铁综合
开发“加速度”。其背后的

“制胜密码”，就是用活了混
改这一“妙计良方”。

“混改+”模式创新，激发
市场化机制新活力。山东铁

投集团经反复研究，果断决
定引进社会资金和优秀管理
资源，组建成立山东济青高
铁金启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唐
冶·高铁产业园项目管理主
体，融合各种所有制优势，实
现铁路综合开发“破题”。

引入优秀合作者
提高决策运行效率

济青高铁金启置业成立
于2016年12月1日，目前股东
为山东铁路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山东济青高铁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及山东鲁班金圣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分别
为44%、42%、14%。

其中山东铁路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山东济青高铁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山东铁投
集团所属企业，山东鲁班金
圣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金鲁
班集团(隶属于德州市国资
委)旗下专业从事房地产投
资和开发的混合所有制企
业，拥有多年房地产开发经
验，丰富的招商运营经验，完
善的项目管理体系，先后成

功开发鲁班紫麟阁、奥体金
融中心、兰悦中心、鲁班御景
国际等知名地产项目，创造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完善治理，放权赋能。在
国资监管规定框架内，按照
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要
求，完善项目公司经营决策
机制。通过公司章程明确党
支部、股东会、董事会与经营
层权责边界，对“小股东”、保
底经营方充分授权，支持其
按市场化规则进行开发建
设，真正“让前线看得见炮火
的人做出决策”，充分保障其
日常经营管理自主权，确保
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提高决策
运行效率。

推行绩效考核
做大业务“蛋糕”

在具体经营层面，项目
公司进一步落实三项制度改
革要求，对中层及以下员工
全部实施竞聘上岗，全面推
行绩效考核，管理团队和广
大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和创造

力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企业注重优化考

核，做大“蛋糕”。通过签订
保底经营协议明确约定，以
省国资委核定的项目估值，
按一定资产增值率与股权
比例核算保底利润。同时派
驻财务总监，监督项目公司
财务收支情况，并聘请专业
机构定期开展项目跟踪审
计与专项审计，维护山东铁
投集团最大权益，保证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在此基础
上，若项目实际利润超过保
底利润，则根据超额部分对
经营班子和管理团队计提
一定比例的奖励，并按股权
比例进行分红，有效激励了
全员追求项目利益最大化的
主动性。

迈入新阶段，承担新使
命。山东铁投集团将进一步
优化混合所有制项目运行机
制，输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成熟经验和做法，为全国
铁路综合开发工作持续探索
可操作性强、综合效益好的
项目落地路径，更好发挥高
铁产业的龙头牵引作用。

山东铁投 唐冶·高铁产业园打造混改样板：

创新模式，实现铁路综合开发“破题”
近年来，“混改”已经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济青高铁金启置业作为山东铁投集

团的权属公司，着眼构建“国有体制+民营机制”的发展优势，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混
改”新路径，通过创新“小股操盘、业绩对赌”保底经营模式，因企施策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治
理水平，不断激发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朱贵银

近期，由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指导的“第
十二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拉开帷幕。作
为本届科技节赛事重要活动之一的“尚德
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服装(校服)设计大
赛也在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成功举行。

“最高兴和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孩子
们。”在采访中很多行业专家表达着自己
的期待，校服存在的意义是积极正面的，
学生穿校服有助于学生集体意识的培养，
统一的校服体现了学生个体的平等身份和
地位，容易形成一种合作、团结、相互尊
重的精神；学校层面上，校服是培养校园
文化、美育启蒙的重要载体，是学生气质
素养和校园文化底蕴的显性表达；国家社
会层面上，校服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一
种体现，是文化、教育、历史的缩影。

2016年，省教育厅取消了中小学学生
装面辅料的定点采购。2017年，山东省教
育厅下发了《中小学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要求学生装采购逐步推向市场，
进行公开招标。2018年以来，山东省学生
装市场开始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公开招
标，涌现出了一批拥有前沿技术、领先行
业发展、注重产品研发、商业模式超前的
企业，校服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校服易起球、易产生静电，学生在运动
时会流汗，同时摩擦会使服装面料上的染料
转移到皮肤上，透过毛孔渗透到身体里，如
果面料不安全，会引起过敏等症状……关于
校服发展，一些细节也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细
节。

校服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怎样让校
服成为家长和学校满意，学生愿意穿，让
学生服装也可以追踪、可定制可传播可传
承，让校服成为学校的亮点，这些都成为
本次设计大赛的大学生竞赛的主要部分，
让校服更好地走向社会，更好地为市场服
务，让设计者、生产者和学生们更适应市
场，真正让两头落地，不再闭门造车，和
市场接轨，适应市场，成为未来校服发展
的方向之一。

除了校服以外，校服周边的产品还很
多，学生鞋、书包、学生礼服、各类型参
赛服装、班服、校园休闲服饰、领带领
结、帽子、袜子、配饰、面料......丰富而多
彩。不单单是常规的校服，学生周末、体
育课、校园节日活动、各类型比赛等。场
景不同，相对应的服饰需求也就会不同。
而高校、大学生、企业家群体乃至整个纺
织服装行业市场的震动，为行业的未来发
展廓出更为清晰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校服。

行业观察

校服，应该被重新定义了

全国大学生服装(校服)设计大赛侧记

黄台联络线全线首个大跨度连续梁0号块顺利浇筑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
者王瑞超 实习生 卢姗)

近日，由中铁十局集团一
公司承建的胶济济青铁路
联络线工程(以下简称黄台
联络线)，跨规划小清河南
路和田园路(60+100+60)m
连续梁0号块顺利浇筑。这
是黄台联络线全线浇筑的
首个连续梁0号块，标志着
黄台联络线特殊孔跨的控
制性工程正式进入梁体施
工阶段，拉开了桥梁上部结
构施工的序幕，为明年架梁
施工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浇筑的0号块属黄
台联络线跨胶济铁路特大桥

117#主墩，长12米，宽11 . 6
米，高7 . 5米，预应力管道、横
隔板、预埋件多，钢筋扎绑
密，需要从底板到腹板再到
顶板，自下而上进行浇筑，采
用高等级强度的C55混凝土，
设计混凝土方量450方，用时
18小时浇筑完成。

黄台联络线跨胶济铁
路特大桥长度6 . 229km，共
设计建设8联连续梁，其中
跨规划小清河南路和田园
路的(60+100+60)m连续梁
长221 . 5m，设计桩基62根，
承台4个，墩身4个，由115#
和118#两个边墩、116#和
117#两个主墩组成的三跨

一联连续梁。
为保证0号块顺利浇筑，

项目部超前谋划，从工序衔
接、物资供应、设备配置、安
全质量控制、后勤保障等方
面入手，精心编写施工方案，
加强施工过程管控。同时专
门成立攻坚技术小组，负责
人深入一线指挥作业，技术
人员全程蹲守现场盯控施
工。浇筑前多次召开专题技
术会议，开展专项施工培训，
细化人员分工和现场技术交
底，明确支架搭设、模板安
装、钢筋绑扎、波纹管安装等
各个环节的技术规程和操作
规范，在一次性通过监理和

业主单位的验收后，首个连
续0号块顺利浇筑。

黄台联络线是济南站与
济南东站两大主要客运站的
客运连接线，主要包括黄台
站改、胶济货线改造和黄台
站至济南东站联络线三部
分。预计 2 0 2 2年底开通运
营，届时从济南站到济南东
站仅需10分钟左右，同时将
实现京沪高铁、石济客专、
郑济客专和济青高铁构成的

“十”字形高速铁路网客运
站的互联互通，将极大促进
周边人员往来交流，扩大交
通辐射作用，带动济南都市
圈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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