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手抓党建、一手抓发展，
夯实育人中心工作的政治基础

学校党委根据新时代高校
党建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抓好
党建是最大的政绩”的思想，进
一步加强学校党的建设，推动
党建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落实党建责任制，党建
工作与中心工作一体部署、一
体落实，一体考核。党员在学校
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突出的
作用，教师党员占到优质校建
设、职教高地建设等重点工程
项目队伍的85%。

学校根植信息产业办学，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
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树牢办学定位，培养生产服务
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学校聚焦山东省“八大发
展战略”，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以信息技术为主体、以机电技
术和现代服务技术为两翼，调
整专业布局，优化专业结构，开
设全日制高职专业41个，其中
信息技术类专业占80%，与行
业、区域经济发展高度吻合，且
形成了电子信息、计算机、智能
制造、现代商务、财经金融、数
字媒体等专业的集群发展优
势。电子信息、计算机、智能制
造等传统优势专业强者恒强，

为山东省信息产业长足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能型人才培养
支撑，学校成为国家“电子信息
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山
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
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

■■积极服务基层，把学校优势
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效能

积极开展专业服务。新举办
的现代商务、数字媒体等特色专
业在实现对基层精准服务方面
不断做出新的成绩。2014年以
来，学校为新疆喀什等地开展
企业家、企业员工电子商务培
训360余人次，其中发展农村电
商、助力精准扶贫培训项目广
受好评。注重开展科研扶贫，学
校教师主持的山东省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 池塘水产养殖水
质变化监测与系统研究，在农
村推广，促进了当地村民增产
增收。

派出“第一书记”驻村帮扶
工作。接续派出2名“第一书记”
驻村指导工作，指导驻村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使之产业结构
极大优化，村民的收入大幅度
提升。

参与省派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服务队。选派干部入驻服务
企业2年，按照“五个聚焦”要求，

主动作为，甘当企业“店小二”，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推进入驻企业
和学校的“双招双引”就业合作。

参加乡村服务队。派出干
部认真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开
展乡村文明创建活动，组织加
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组织修
订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建立健
全各种村民自治组织。加强乡
村公共文化建设，建设民生综
合服务中心。

■■在与地方、社区合作及基
层服务中加强党建工作

学校加强和地方、社区党建
交流与合作，党建工作既是学校
与地方交流的政治灵魂，也是联
系学校和地方、基层的纽带。

学校在章丘三涧溪村建立
党员教育基地，组织师生开展党
性教育，聘请三涧溪村党委书记
高淑贞同志担任学校思政导师。
在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开展学生
暑期夏令营研学活动，进行沂蒙
精神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在服务基层和企业工作中
注重加强党建工作，切实发挥党
建政治保障作用。

派出枣庄市山亭区对沟村
担任“第一书记”的干部坚持党
建、发展一体抓，指导驻村加强
党支部建设，切实发挥其政治功
能。派驻临清乡村服务队的干部

积极推动驻村基层党建，全面推
行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规范
村党员组织生活，组织开展民主
议事、志愿服务等，促进法治德
治，提升驻村治理水平。派驻企
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的干部指
导有关企业完善党组织建设，积
极开展党建特色活动。

参加下基层的干部注重加
强自身政治建设。莱西组干部建
立定期集中学习机制，开展业务
学习，在纪念莱西会议30周年之
际，深入学习、大力弘扬“莱西会
议精神”，增强了临时党支部的
凝聚力、战斗力。派出峄城区下
基层的干部把党建工作和业务
工作有机融合到一起，积极开展
特色党建活动。

■■学校党员干部以党建为引
领，开展基层服务

坚持提高政治站位，是做好
基层服务工作的根本保障。近年
来，学校先后有十几名党员干部
积极投身到“第一书记”“四进”
等攻坚任务中，他们均按组织规
定加入临时党支部，在党组织的
领导下开展工作，党建工作成为
做好基层服务的有力的政治支
撑。他们工作中坚持把加强政治
建设放在第一位，基层服务工作
进行到哪里，就把党的建设跟进
到哪里，把党组织的牌子挂到哪

里。派出干部冒严寒、顶酷暑，废
寝忘食，对帮扶对象进行政治关
怀、业务帮助、行为示范，起到了
很好的政治导向作用。

坚持正确的工作定位和站
位，是推进基层服务工作的有效
方式。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强督
导、促整改，保证把任务落到实
处。派出干部严守工作纪律，把
督导和服务放在第一位，把党风
廉政建设放在第一位，把践行群
众路线放在第一位，工作开展到
位不越位，对服务对象帮忙不添
乱，甘当“店小二”，切实为基层
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在资金
和项目安排时，派出干部严守纪
律，不插手不干涉，自觉树立起
党风廉政建设的标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自觉践
行和丰富新时代精神。学校党
员干部积极参与基层服务，在
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高校、企业协同育人，教学、科
研、服务一体发展等方面勇于
担当、积极实践，进一步树立起
了高校形象，也从不同角度体
现了新时代“店小二”精神、新
时代“泰山挑山工”精神和“新
乡贤”精神。特别是经过2020年
伟大抗疫斗争的历练，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山东省实施“八大发展战
略”，激发出崭新的时代精神，
闪耀着永不褪色的光辉。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根植信息产业办学，立德树人服务发展
新时代，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重要使命。山东电子职业技术术学院近

年来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引领，凝聚学校力量，发挥职教优势，落实立德树人，积极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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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波 齐春赞

平度、莱西双双“提速”

潍莱高铁是山东省“四横
六纵”高速铁路网布局中济青
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
起自济青高铁潍坊北站，向东
经昌邑市、平度市、莱西市，与
青荣城际莱西北站接轨，虽有
全长只有126公里，但线路设计
时速350公里，总投资161 . 33亿
元，线路通过莱西站再向东连
接青荣城际畅达烟台和威海，
它的通车让胶东四市一小时的
交通经济圈成了现实。

平度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
县级市，总面积3176平方公里，
人口138 . 8万，有“胶东西大门”
之称，被誉为青岛的“后花园”。
因位于胶东半岛西部，距离青
岛、烟台、潍坊主城区各100公
里左右，是胶东半岛的几何中
心，平度具有“会客聚集地”的
天然优势，是青岛“全域统筹、
三城联动”的咽喉之地。

潍莱高铁的通车让莱西正
式迈入350公里时速高速铁路
时代，未来莱西到北京只需要2
个半小时，到济南只需要1个多
小时，到青岛北站最快的一班
车只需25分钟。莱西将成为胶
东地区连接潍莱高铁、青荣城
际铁路和建设中的莱荣高铁的
重要交通枢纽站点。未来莱西
市结合“突破莱西攻势”，提出
以莱西站为依托，规划建设“高
铁新城”，通过构建崭新“交通

版图”，构建一座“站城一体，产
城融合，景城相依”的未来之
城，承担起助推胶东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努力建
设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先
行示范区。

农业、旅游乘上“高铁”

潍莱高铁横穿平度66公
里，不仅将平度拉进“高铁时
代”，还直接将烟台、威海通往
省 城 济 南 的 路 程 扭“ 曲 ”为

“直”，不再绕行青岛北站，打通
半岛东部城市群与鲁西快捷通
道。作为潍莱高铁重要节点，平
度成为连接青、烟、潍交通枢纽
和青岛地区到省城进京城最便

捷的城市。同时海青铁路与大
莱龙铁路实现贯通运营，货运
班列开通运行，为平度全面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多式
联运物流基地和半岛物流集散
中心提供了绝佳条件。

随着潍莱高铁的通车，平
度和莱西将由青岛城市发展的

“大后方”，阔步走向前台，转变
为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

“最前沿”。依托于时速350公里
潍莱高铁的开通运营，胶东半
岛从“沿海边区”变成了“门户
城市”，莱西、平度、昌邑成为青
烟潍城市群会客厅。

潍莱高铁的通车必将大大
推动平度地区人流、物流的交
流贸易。平度作为山东省农业

大市，除马家沟芹菜外，还有大
泽山葡萄等20种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农产品，潍莱高铁通车将
进一步带动山东经济发展赋能
创效。

此外，潍莱高铁的开通进
一步促进了胶东半岛旅游业的
发展。随着出行时间的缩短，胶
东半岛各项旅游资源也迎来了
新机遇。随着潍莱高铁的开通
运营，青岛、烟台、威海等青荣
城际沿线城市都在积极增加旅
游项目，“仙境海岸”“鲜美烟
台”等旅游产品初具规模。未
来，借助于快捷的高铁路网，到
荣成、威海地区旅游的人数将
大大增加，胶东半岛“大旅游”
的格局正在形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瑞超 李岩松

11月26日中午11点55分，记者登上
了潍莱高铁首班体验列车。列车从平度
站发出后,速度逐渐增加,最高时速达到
310公里。

“昨天下午一放票我就买了！”在
济南上学的车票搜集爱好者陈天豪兴
奋地表示，他要第一时间体验潍莱高
铁的快捷。

中午12点17分，不过22分钟的时间，
记者便到达了潍坊北。“以前我从平度开
车来潍坊，都要两个小时的车程，现在20
分钟就到了，实在是太快了。”前往潍坊
北展销特色农产品的李霞满眼笑意。

一走进6号车厢，琳琅满目的民俗
风情文化产品和特产格外引人注目：潍
坊风筝、潍县萝卜、马家沟芹菜等，集中
展现潍莱高铁沿线城市的特色。

12点45分，记者到达淄博北站，随后
13点9分，记者即到达济南东站。全程用
时1小时14分。据了解，正常情况下，济南
至平度仅需1小时30分。

据悉，铁路部门已于11月25日18时
开始发售该条高铁的动车组列车车票。
开通运营初期，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
司将安排开行管内动车组列车3对，分
别为济南东至荣成G6935次、G6940次；
济南东至威海G6945次、G6946次；济南
东至莱西G9211次、G9212次。济南至烟
台间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21
分压缩至1小时46分，缩短35分钟。济南
至威海的最快运行时间由2小时49分压
缩至2小时16分，缩短33分钟。

高铁一线牵潍莱 胶东四市快起来
一小时交通经济圈成形，胶东一体化驶入快车道

胶东一体，交通
先行。11月26日，有着
济青高铁支线之称的

“潍莱高铁”正式开
通，至此，青岛的平度
和莱西两个农业大市
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
史，这条高铁东接青
荣城际铁路，未来预
留接入荣莱高铁条
件，西连济青高铁，一
线连青潍接烟威四
市，不仅打通了胶东
各市到省城进京城的
快捷通道，更让胶东
经济圈的城市一体化
驶进了快车道。

葛记者体验

平度到潍坊仅用22分钟

两位平度市民开心地展示刚刚买到的潍莱高铁首发车车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岩松 王瑞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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