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
第12期 (总第780期)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12期

(总第780期)

主管主办: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30日出版

目  录

【省政府文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3号)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表扬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及有功人员的通报

(鲁政字 〔2022〕65号)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评定胡忠玉同志为烈士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6号)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李学温、张传金、王义、刘树勋、曹传鼎、曹传龙、韩其水、

张则民、苑传胜为烈士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7号)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国际学院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8号)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

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字 〔2022〕70号)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12期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的批复

(鲁政字 〔2022〕73号) (10)……………………………………………………………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

(鲁政发 〔2022〕5号) (11)………………………………………………………………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省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鲁政办字 〔2022〕30号) (14)…………………………………………………………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

(鲁政办字 〔2022〕31号) (19)…………………………………………………………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孟子故里 (邹城)母亲文化节增加主办单位的批复

(鲁政办字 〔2022〕32号) (36)…………………………………………………………

【省政府部门文件】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钢铁企业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 (鲁发改价格 〔2022〕350号) (37)……………………………………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培育认定办法》的通知

(鲁工信软 〔2022〕72号) (38)…………………………………………………………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修改 《山东省水利厅行政许可专家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水规字 〔2022〕1号) (4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12期



GAZETT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Issue

 

No.12,2022
 

(Serial
 

No.780)

Sponsor: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April
 

30,
 

2022

Contents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ficial
 

Reply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Project
 

of
 

Qihe-Jinan
 

Section
 

of
 

Beijing-Taipei
 

Expressway
 

in
 

Shandong
 

Province(LUZHENGZI
 

〔2022〕
 

No.63) (1)………………………
Notification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Commending
 

Shandong
 

Taishan
 

Football
 

Club
 

and
 

Meritorious
 

Personnel
(LUZHENGZI

 

〔2022〕
 

No.65) (1)……………………………………………………………
Official

 

Reply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Determining
 

Comrade
 

Hu
 

Zhongyu
 

as
 

Martyr(LUZHENGZI
 

〔2022〕
 

No.66) (4)…………
Official

 

Reply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Recognizing
 

Li
 

Xuewen,
 

Zhang
 

Chuanjin,
 

Wang
 

Yi,
 

Liu
 

Shuxun,
 

Cao
 

Chuanding,
 

Cao
 

Chuanlong,
 

Han
 

Qishui,
 

Zhang
 

Zemin,
 

and
 

Yuan
 

Chuansheng
 

as
 

Martyrs(LUZHENGZI
 

〔2022〕
 

No.67) (4)…………………………………
Official

 

Reply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Establishing
 

Staten
 

Isl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Jinan
 

Vocational
 

College
(LUZHENGZI

 

〔2022〕
 

No.68) (5)……………………………………………………………
Circular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Printing
 

and
 

Issuing
 

Measures
 

for
 

Promo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n
 

China
 

(Shando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LUZHENGZI

 

〔2022〕
 

No.70)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12期



Official
 

Approval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Adjusting
 

the
 

One-Time
 

Subsidies
 

for
 

Demobilized
 

Military
 

Personnel
 

Who
 

Find
 

Jobs
 

on
 

Their
 

Own(LUZHENGZI
 

〔2022〕
 

No.73) (10)…………………………
Circular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Conducting
 

the
 

Third
 

Soil
 

Census
 

in
 

Shandong
 

Province(LUZHENGFA
 

〔2022〕
 

No.5) (11)…………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Circular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Printing
 

and
 

Issu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Suppor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Level
 

New
 

Areas
(LUZHENGBANZI

 

〔2022〕
 

No.30) (14)………………………………………………………
Circular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Printing
 

and
 

Issuing
 

Shandong’s
 

14th
 

Five-Year
 

Plan
 

for
 

Cold
 

Chain
 

Logistics(LUZHENGBANZI
 

〔2022〕
 

No.31) (19)……………………………………
Official

 

Approval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Adjusting
 

Sponsors
 

of
 

Zoucheng
 

Mother’s
 

Cultural
 

Festival(LUZHENGBANZI
 

〔2022〕
 

No.32) (36)………………………………………………

【Documents
 

Issued
 

by
 

Departments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Circular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Shan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n
 

Policies
 

on
 

Differentiated
 

Electricity
 

Prices
 

for
 

Steel
 

Enterprises
 

with
 

Ultra-Low
 

Emissions(LUFAGAIJIAGE
 

〔2022〕
 

No.350) (37)……………………………………………
Circular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Printing
 

and
 

Issuing
 

Measures
 

for
 

Determination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ent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LUGONGXINRUAN

 

〔2022〕No.72) (38)……………………………………………………
Circular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on
 

Revising
 

Measures
 

for
 

Administration
 

of
 

Experts’
 

Review
 

on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LUSHUIGUIZI

 

〔2022〕No.1) (4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12期



省政府文件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

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3号

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

你们 《关于申请批复 <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实施方案>的

请示》(鲁交规划 〔2021〕104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原则同意 《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实施方案》。该工程项目

采用PPP模式运作,省交通运输厅为项目实施机构,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政府

方出资人代表。请你们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日

(2022年4月2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表扬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及有功人员的通报
鲁政字 〔2022〕65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 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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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山东泰山足

球俱乐部始终坚守百年俱乐部发展目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如一地坚持青

训,以稳定的投入和稳定的管理,为中国

足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和教练

员,成为中国职业联赛坚强的基石。特别

是在2021赛季,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克

服疫情等因素带来的各种挑战,不畏强

手、团结一心、顽强拼搏,荣膺中超联

赛、足协杯赛
 

“双冠王”,在绿茵场上充

分展现了齐鲁运动健儿奋发进取、追求卓

越的精神风貌,为山东体育赢得了荣誉,

为体育强省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大力弘扬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精神,

省政府决定,对夺得2021赛季中超联赛、

足协杯赛 “双冠王”作出突出贡献的山东

泰山足球俱乐部和郝伟等23名个人给予

通报表扬。

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勇当表率、再立新功,为

促进我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求,锚定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

个走在前”总遵循、总定位、总航标,以

受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附件:通报表扬名单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3日

附件

通报表扬名单

  一、通报表扬集体 (1个)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二、通报表扬个人 (23人)

郝 伟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主教练

郑 铮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王 彤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石 柯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宋 龙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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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吴兴涵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刘 洋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刘彬彬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郭田雨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王大雷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韩镕泽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张 驰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金敬道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吉 翔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齐天羽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戴 琳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足协杯赛冠军队队员

吴志东 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山东泰山足球俱

乐部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

孙 晓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体育文

化分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泰

山足球俱乐部顾问

林庆阳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体育文

化分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泰

山足球俱乐部顾问

于书立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董事

郑 力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党委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

张晓健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副总经

理

陈 勇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党委委

员、工会主席、总经理助理

(2022年4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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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评定胡忠玉同志为烈士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6号

临沂市人民政府:
  

你市 《关于申请评定 (追认)胡忠玉张则民苑传胜3名同志为 (革命)烈士的请

示》(临政报 〔2022〕8号)收悉。依据 《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特评定胡忠玉同志为

烈士,其亲属享受烈属有关待遇。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6日

(2022年4月8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追认李学温、张传金、王义、刘树勋、

曹传鼎、曹传龙、韩其水、张则民、
苑传胜为烈士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7号

济南、青岛、淄博、临沂市人民政府:

《关于追认李学温同志为烈士的请示》

(济政呈 〔2022〕3号)、 《关于追认张传

金同志为烈士的请示》(济政呈 〔2022〕4
号)、《关于申请批准追认王义同志为革

命烈士的请示》(青政呈 〔20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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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批准追认刘树勋同志为革命烈

士的请示》(青政呈 〔2022〕8号)、《关

于评定曹传鼎、曹传龙、韩其水为烈士的

请示》(淄政呈 〔2022〕1号)、《关于申

请评定 (追认)胡忠玉张则民苑传胜3
名同志为 (革命)烈士的请示》(临政报

〔2022〕8号)收悉。依据 《民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解放军总

政治部关于贯彻实施 <烈士褒扬条例>若

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 〔2012〕83号)

和 《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 <革命烈士褒扬

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发 〔1980〕

63号)规定,特追认李学温、张传金、

王义、刘树勋、曹传鼎、曹传龙、韩其

水、张则民、苑传胜为烈士,其亲属享受

烈属有关待遇。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6日

(2022年4月8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设立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

国际学院的批复
鲁政字 〔2022〕68号

省教育厅:

你厅 《关于设立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

岛国际学院的请示》 (鲁教呈字 〔2022〕

36号)收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现

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

国际学院,学院隶属于济南职业学院,为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其

英文译名为 Staten
 

Island
 

International
 

School,JNVC。

二、合作设立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

国际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者分别为济南职

业学院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史丹顿岛学

院。办学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旅游

路5518号。

三、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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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科学历教育,开设大数据技术

(510205H)、大数据与会计 (530302H)、

学前教育 (570102KH)等三个专科专

业。增设专业需按有关规定办理。

四、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国际学院

办学总规模为720人,每年招生240人,

学制3年,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

划。

五、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国际学院

颁发济南职业学院专科毕业证书。

六、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国际学院

学费标准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七、济南职业学院史丹顿岛国际学院

招生起止年份为2022年至2025年 (每年

1期)。如需延期,应于2025年12月31
日前另行申报。

八、你厅要切实加强管理,指导济南

职业学院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服务高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8日

(2022年4月9日印发)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印发关于推进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字 〔2022〕70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有关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

企业: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由贸易试

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落实 《国务

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

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

〔2021〕12号)要求,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积极发挥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 (以下简称山东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

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

高地。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贯彻落

实措施。

一、提升贸易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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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进口贸易创新。提升山东

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 (以下简称青岛片

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的功能,推动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

片区 (以下简称济南片区)、山东自贸试

验区烟台片区 (以下简称烟台片区)所在

设区的市或县 (市、区)创建国家级进口

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进一步优化口岸通

关流程,探索对特定行业、特定产品的进

口贸易模式创新,开展跨境易货贸易、药

食同源产品进口通关便利化改革等,推动

进口领域监管制度、商业模式、配套服务

等多方面创新。深化国际贸易 “单一窗

口”建设,服务进口贸易创新发展。(省

商务厅、省药监局、省口岸办、青岛海

关、济南海关、外汇局山东省分局、外汇

局青岛市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适用范

围:山东自贸试验区,以下除标注适用于

特定片区的措施外,适用范围均为山东自

贸试验区)

(二)推动离岸贸易发展。探索建立

数据交互共享智慧监管平台,完善监管机

构、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互信机制。建立离

岸贸易产业服务机制,为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专业人员培训等服务,引导行业自

律,协助金融机构解决支付结算真实性问

题。研究制定支持离岸贸易企业发展的激

励措施,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推动

银行探索离岸转手买卖的真实性管理创

新,基于客户信用分类及业务模式提升审

核效率,探索在审慎监管下优化配套服

务,提升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省财政

厅、省商务厅、省税务局、外汇局山东省

分局、外汇局青岛市分局、青岛海关、济

南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 “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和

再制造业务。规范山东自贸试验区开展保

税维修、再制造业务流程,明确商务、海

关、生态环境、税务、财政等相关部门工

作职责。争取将柴油发动机等商品列入维

修产品目录。对自贸试验区外企业开展飞

机、船舶等大型设备保税维修业务实行

“一事一议”。(省商务厅牵头,省财政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税务局、青岛海关、济

南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提升医 药产品进口便利度。推

动济南片区、青岛片区探索以正面清单管

理模式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日韩药品及

医疗器械试点。推进在烟台增设药品进口

口岸。(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药监局、

省税务局、青岛海关、济南海关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二、提升投资便利度

(五)放开国际登记船舶的法定检验。

青岛片区、烟台片区要加大航运要素招引

力度,积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吸引

境内外航运公司、船舶检验机构进驻自贸

试验区。海事管理机构要按照授权做好对

自贸试验区国际登记船舶法定检验质量监

督管理工作。(山东海事局负责,适用范

围:青岛片区、烟台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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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展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

发挥山东自贸试验区文化产业集聚优势,

引导企业开发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动

漫、游戏等文化产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

在自贸试验区内集聚发展。指导有需求的

山东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设区的市或县

(市、区)争取开展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

点。(省委宣传部负责)

(七)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探索

实行产业链供地,对山东自贸试验区产业

链关键环节、核心项目涉及的多宗土地实

行整体供应,允许将产业类型、标准等作

为供地条件,支持山东自贸试验区开展全

产业链集成创新探索。推动山东自贸试验

区各片区通过用地弹性出让、 “标准地”

改革等方式,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批

而未用、闲置土地的调整利用,可以优先

用于自贸试验区项目落地。纳入省重大项

目清单的自贸试验区内建设项目,省级和

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统筹保障项目合

理用地需求。(省自然资源厅负责)

三、提升国际物流便利度

(八)协调推进开放通道建设。支持

济南、青岛、烟台国际机场充分利用第五

航权,招引日本、韩国等国航空公司运营

至第三国客货运业务,提升机场国际航班

资源配置效率。(民航山东监管局、民航

青岛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加快推进多式联运 “一单制”。

青岛片区要在海铁 “全程联运提单”基础

上,制定并推行标准化多式联运运单等单

证,探索形成单证签发和提货的具体规

则。优化提升多式联运公共信息平台功

能,推动港口、铁路等部门实现多式联运

信息共享。 (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青岛海关、济南海关、民航山东监管局、

民航青岛监管局、山东省港口集团、中国

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

责,适用范围:青岛片区)

(十)探索赋予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凭

证功能。试点推进山东自贸试验区铁路运

输单证融资业务,创建多方协同、风险分

担的陆上贸易融资新机制。在中国铁路济

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范围内,以探索赋

予铁路运输单证物权属性为切入点,及时

总结单证融资的实践案例,为完善相关政

策规定提供支撑。(省法院、省交通运输

厅、省商务厅、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青岛

海关、济南海关、山东银保监局、青岛银

保监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按

职责分工负责)

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便利度

(十一)完善期货保税交割监管政策。

推动海关部门与上海期货交易所搭建橡胶

监管信息平台,实现海关和期货交易所数

据优势、监管优势的叠加集成,提升标准

仓单的金融属性和流通价值。有条件的山

东自贸试验区片区要做大期货保税交割业

务,对区内保税监管场所开展期货保税交

割业务的货物品种及指定交割仓库实行备

案制。对参与保税交割的法检商品,入库

时集中检验,出库分批放行。探索在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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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报关时采信第三方机构质量、重量检验

结果。(青岛海关、济南海关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二)创新账户体系管理。争取在

山东自贸试验区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

体系试点,实现本外币账户在开立、变更

和撤销等方面标准、规则和流程统一。支

持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在境内外成员

之间集中开展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

业务,提升其跨境资金流动的灵活性和便

利性。(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外汇局山东省

分局、外汇局青岛市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开展租赁公司便利化试点。

探索注册在山东自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

融资租赁公司与其下设的SPV公司共享

外债额度。指导山东自贸试验区片区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出台支持融资租赁行业发展

的意见,鼓励更多的融资租赁机构在自贸

试验区集聚。对实绩达到一定要求的经营

性租赁公司在境内收取外币租金业务实行

“一事一议”。(外汇局山东省分局、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外汇局青岛市分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十四)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工

作。围绕山东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的

重点产业,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培

育一批竞争力强、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高

价值专利,构建优质知识产权底层资产,

在知识产权已确权并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

前提下,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五、探索司法对贸易投资便利的保障

功能

(十五)强化仲裁服务保障。支持仲

裁机构在山东自贸试验区设立仲裁业务机

构,为区内企业解决国际商事、投资等领

域民商事争议提供仲裁服务。在济南片区

积极探索、依法开展临时仲裁试点,努力

推动以临时仲裁方式解决商事纠纷。吸引

国内外知名仲裁机构和国际商事争端预防

与解决组织等机构,在山东自贸试验区提

供商事纠纷事前预防、事中调解、事后解

决的全链条商事法律服务。(省法院、省

司法厅、省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保障措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山东自

贸试验区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是加

快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具体措施。济

南、青岛、烟台市政府要落实好主体责

任,省有关部门、单位要主动服务,加强

指导。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其列为本地

区、本部门的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对需研究制定的具体措施,应自本通知印

发之日起一年内完成。要继续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优化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程序和

要求,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13日

(2022年4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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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同意调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

经
 

济
 

补
 

助
 

标
 

准
 

的
 

批
 

复
鲁政字 〔2022〕73号

省退役军人厅、省财政厅:

你们 《关于提请调整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的请示》(鲁退役

军人发 〔2022〕20号)收悉。现批复如

下:

一、同意调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

性经济补助标准。对2022年退出现役

(以部队下达的退役命令时间为准)并在

我省安置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根据个人

服现役年限,由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补助标准自2022
年起,分3年由每服役1年4500元调整

到每服役1年6000元,每年提高500元。

其中,服役年限不满6个月的按照半年计

算,超过6个月不满1年的按照1年计

算。

二、做好经费保障。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所需经费,由省、市、

县级财政共同负担。省级对下补助比例平

均达到30%,市级要加大补助力度,市、

县级负担比例由各市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

定。省、市两级补助经费要向兵员较多、

经济欠发达县 (市、区)适当倾斜。

三、加强统筹配合。省退役军人厅要

指导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优化流程、简

化手续,确保按时、准确地把补助经费发

放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手中。省财政厅要

指导各级财政部门将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

次性经济补助经费及时纳入预算、足额拨

付到位,并加强对补助经费的管理。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19日

(2022年4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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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

鲁政发 〔2022〕5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 (国发 〔2022〕4
号)有关要求,全面掌握土壤资源情况,

现就组织做好我省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东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工

作部署,查明查清全省土壤资源情况,分

级分类掌握土壤数量、质量、性状、分

布、利用状况和变化趋势等基础数据,强

化土壤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水平,为严守耕

地保护红线、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

撑。普查工作自2022年开始,2025年完

成。

二、工作安排
  

(一)普查对象。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

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

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盐碱地等与可

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二)普查内容。主要包括土壤性状

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

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据库和土

壤样品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

成果汇交汇总等。以完善土壤分类系统与

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以土壤理化性

状普查为重点,更新完善土壤基础数据,

构建土壤数据库和样品库,开展数据整理

审核、分析研究和成果汇总。查清不同生

态条件、不同利用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

与障碍状况,摸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

征、耕地后备资源土壤质量、典型区域土

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全面查清农用地

土壤质量情况。
  

(三)时间安排。2022年,开展动员

部署,健全工作机制,培训技术队伍,完

成实施方案编制、采样点位布设、普查试

点任务和全省盐碱地资源调查等工作。

2023—2024年,以县 (市、区)为单元,

依据统一布设样点,组织开展外业调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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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分级分类分层次开展

技术实训指导、质量控制,建设土壤普查

数据库和样品库。其中,2024年9月底

前完成全部外业调查采样工作,10月底

前完成全部内业测试化验任务,按要求实

时在线填报数据信息。2025年,组织开

展土壤基础数据、土壤剖面调查数据、土

壤利用数据的审核、汇总和分析,完成耕

地质量报告和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

以及盐碱地、酸化耕地改良利用等专项报

告,全面总结普查工作。

三、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山

东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和决策普查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业

农村厅,负责普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协

调。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

合,共同做好普查相关工作。其中,涉及

业务指导检查方面的工作,由农业农村部

门牵头负责;涉及普查经费保障方面的工

作,由财政部门牵头负责;涉及数据统计

分析方面的工作,由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自

然资源部门、统计部门负责处理。各市、

县 (市、区)政府要相应成立普查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全面落实地方普查工作主

体责任。
  

(二)强化经费保障。第三次土壤普

查经费由省财政和市县财政按承担的工作

任务分担。各级政府要根据普查任务、计

划安排和工作进展,将普查工作经费列入

年度财政预算,加强监督,按时拨付,确

保实施方案编制、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

试化验、专项调查、技术培训、专家指

导、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等经费足额落实

到位。各市、县 (市、区)可按规定统筹

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壤普查相关工作。
  

(三)严格工作落实。第三次土壤普

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统一工作平台、统

一技术规程、统一工作底图、统一样点布

设、统一筛选测试化验专业机构、统一过

程质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专业技

术服务体系队伍建设,重点配强县级工作

力量,加大技术培训力度。严格执行国家

信息安全制度,按照要求报送普查数据,

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充分利用

遥感、地理信息和全球定位技术等手段,

提高信息化水平,强化宣传引导工作,营

造浓厚普查氛围。

附件:山东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

组组成人员名单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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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 猛 副省长

副组长:张红旗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

宇向东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张积军 省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石爱作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省新旧动能办

常务副主任

崔宗涛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培金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

级干部

管言明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

隋家明 省水利厅二级巡视

员

马常春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

陈汉臻 省统计局副局长

刘永波 齐鲁工业大学 (省

科学院)党委副书

记

刘兆辉 省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

马常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022年4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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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省级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鲁政办字 〔2022〕30号

烟台、临沂、德州、菏泽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支持省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4月1日

关于支持省级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

进省级新区试点工作的决策部署,高标

准、高起点、高水平建设省级新区,服务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打造区域融合发

展战略支点、培育高能级发展平台,现就

支持省级新区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若干政

策措施。

一、创新运行体制机制

1.加大赋能赋权力度。赋予省级新

区市级开发建设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省

级管理权限中能够下放的,依法依规全部

下放到新区。根据省级新区发展需要,研

究提出权限下放清单。对于不能下放以及

需要综合平衡的省级管理权限,建立省级

新区与省政府有关部门直接请批机制,并

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明确监管责任。(省

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烟台、临

沂、德州、菏泽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优化管理体制。新区管委会要坚

持管发展、管保障、管保护、管安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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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一个平台、一个主体、一套班子、多

块牌子”架构,依权限统筹管理辖区内经

济开发区、高新区、自贸试验区、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等各类功能区。整合归并内设

机构,严格控制派驻部门数量。根据工作

需要,依法依规开展乡镇 (街道)代管事

宜。(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

厅、省科技厅,烟台、临沂、德州、菏泽

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创 新 选 人 用 人 机 制。除市、县

(市、区)领导班子成员兼任的外,省级

新区实行岗位聘任制、末位淘汰制,打通

新区人员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轮岗交

流渠道,建立人员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

下的竞争性选人用人机制。在合法合规前

提下,按程序赋予新区在统筹使用各类编

制资源方面更大自主权,对省级新区代管

的实施公务员法机关,支持开展聘任制公

务员工作,允许省级新区在编制限额内自

主确定公务员招录人数,报同级编办备

案。(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4.支持新区先行改革创 新。支持省

级新区试行改革创新备案制,对于符合法

律法规并经评估论证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的事项,允许省级新区在报备后自行组织

实施,出现风险时及时予以纠正;对出现

失误错误,符合相关规定的予以容错纠

错。统筹国家各类试点资源,优先向省级

新区倾斜、安排先行先试;支持省级新区

建立省级试点政策共享机制,可通过 “点

菜单式改革”方式,向主管部门申请同步

享受各类试点政策。(省委改革办、省纪委

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5.提高新区审批效率。精简整合工

程建设领域审批流程,推行多测合一、多

规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做法,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推行告知承诺制,让项

目早落地、早投产。鼓励支持省级新区结

合实际开展差异化探索,在深化 “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创新试点,

打造更多营商环境 “单项冠军”。(省自然

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人防办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二、鼓励科技创新

6.支持创新平台建设。优先在新区

布局建设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

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

对符合条件的优先给予相应资金扶持。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7.支持引进高端研发机构。对世界

500强企业、中央企业以及省外顶尖人才

团队、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到新区合作共

建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载体,落户并认定

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的,按照新型研发机

构相关政策给予支持,认定为省级科技创

新平台的,以项目竞争方式推动加快发

展。(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8.支持创建高新技术企业。对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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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内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中小

微企业给予10万元补助,对属于集成电

路、氢能领域且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15万元补助。(省科

技厅、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9.支持完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鼓

励省级新区积极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

创空间,对符合条件的推荐申报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鼓励新区围绕

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建设开放式大学科

技园。(省科技厅牵头负责)

10.支持跨区域资质认证互认共享。

简化审评审批流程,支持省级新区在资质

认定、标准认证、科研成果、人才称号、

研发平台等方面探索试行跨省认可,对满

足生产条件和产品安全性底线要求的,可

以采信原许可结论,加快京津冀、长三角

等区域引进项目落地。(省科技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三、助力产业升级

11.做强新区主导产业。深入实施

“链长制”,支持每个省级新区选定2-3
个主导产业认定 “雁阵形”集群,梯次培

育一批 “瞪羚”“独角兽”和 “单项冠军”

企业。(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2.支持新区项目建设。支持国家、

省安排的重大项目优先在省级新区布局。

支持省属企业到新区发展。新区符合条件

的项目,在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数量上予以

倾斜,给予用地计划、资金补助、贷款贴

息、课题攻关等方面支持。(省发展改革

委、省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13.发挥基金支持产业作用。搭建基

金项目对接平台,支持烟台、临沂、德

州、菏泽4市新区产业项目优先纳入省新

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库,向基金管理机构

推介,引导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省发

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促进产城融合

14.健全新区城市功能。支持省级新

区布局市政公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

产业配套等项目,并优先纳入 “两新一

重”项目库管理。符合条件的微型产业集

聚区优先纳入特色小镇名单培育。鼓励新

区探索和推广先进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

推动建设 “无废城市”“海绵城市”。(省

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

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5.完善新区基础设施。精选一批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推动纳入省及以上

相关规划,在要素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支

持。支持德州京渤国际陆港、菏泽新区快

速通道、临沂启阳机场航站楼改扩建、烟

台港蓬莱东港区扩建工程建设。鼓励三甲

医院、学校等优质社会事业项目优先向新

区布局。加快推进 “网云端”信息基础设

施和融合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新区结合本

地优势产业布局边缘数据中心,算力赋能

行业效果显著的,优先纳入省级新型数据

中心。(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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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大数据局,烟台、临沂、德州、菏

泽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支持扩大开放合作

16.支持新区引进重大外资项目。对

符合条件的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5000万美元的新设项目、年度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增资项目

(不含房地产、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

省级财政按其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
的比例、项目所在地市级财政按其当年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不低于1%的比例予以支

持,最高可达1亿元。(省财政厅、省商

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7.复制推广开放合作模式。支持省

级新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

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区和其他省 (区、市)新区的有关经

验措施。聚焦医疗康养、国际贸易、海洋

经济产业,在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联动创

新探索。(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按职

责分工负责)

18.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支持新区

申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德州综合

保税区、菏泽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山东

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中韩 (烟台)产业

园建设,支持德州打造京津冀产业承接基

地、临沂争创国家级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

示范区。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

区与省级新区组建园区联盟,发展 “飞地

经济”。(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商务厅,烟台、临沂、德州、菏泽

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要素保障

19.给予新区财政政策扶持。2021年

至2023年,烟台、临沂、德州、菏泽4市

对省级新区税收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予返

还,土地出让收入原则上全额返还。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对纳入国家专项

债券项目库且符合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条件的

项目予以重点支持。(省财政厅,烟台、临

沂、德州、菏泽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0.加大新区土地要素支持力度。结

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充分考虑省级

新区发展需求,合理确定新区建设用地规

模。积极支持省级新区内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省重大产业项目发展用地。在国家明

确年度新增用地指标配置规则前,允许省

级新区预支用地指标,跨省域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优先支持省级新区。

对国家、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耕地占补平

衡缺口部分,市域范围内难以保障的,可

按规定申请使用省级统筹补充耕地指标。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负责)

21.给予新区环境容量倾斜。对于符

合省级收储使用管理规定的新区产业项

目,优先给予能耗指标支持。鼓励省级新

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碳中和先行示

范。省级新区所在市统筹市内可用的污染

物总量替代指标,重点支持在省级新区落

地的重大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指导支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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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育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创新生态环境

治理模式,在新区优先开展环境治理模式

创新试点。加大省级新区电力供应保障力

度,在国家规定政策范围内,有序用电指

标由省级统筹。(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

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22.强化金融支持。鼓励有意向的金

融机构在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省级金

融各机构下放新区重点项目信贷投放审批

权限,引导信贷资金向新区倾斜。支持新

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发债等方

式进行融资。(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东

银保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3.强化人才支撑。支持省级新区事

业单位在招聘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等方

面,按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自主进行,并按

规定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管机关备案。

允许省级新区结合区内新职业、新群体人

才发展需求,按照规定设置新兴特色专业

职称,开展特色专业职称评审。允许高

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聘用在专业技术

岗位上的科研人员按规定在省级新区兼职

兼薪、按劳取酬。支持新区创新完善管理

机构绩效激励机制,允许实行年薪制、协

议工资制等多种形式分配方式。(省委组

织部、省委编办、省科技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24.加快政务服务 “数字审批”试

点。鼓励新区先行先试,将所有政务服务

事项纳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筹管

理,积极推动政务服务主题场景 “集成

办” “一链办”,高频事项 “秒批秒办”。

优先支持省级新区开展大数据领域相关试

点,及时纳入省统一的数据共享开放体

系,利用全省数据资源开展服务。(省政

府办公厅、省大数据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健全协调推进机制

25.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设立推进省

级新区建设工作联席会议,由省领导担任

召集人,相关部门和4市政府为成员,办

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定期协调解决新

区建设发展中的问题。(省发展改革委牵

头负责)

26.建立健全统计监测体系。省级新

区区域经济社会数据由新区管委会统计汇

总,各功能区根据上级有关部门规定进行

统计。(省统计局、省商务厅、省科技厅

按职责分工负责)

27.强化责任落实。省政府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支

持新区发展。建立月调度、季分析和年终

评估机制,评估结果呈报省委、省政府,

经验做法及时在全省复制推广。(省发展

改革委牵头负责)

28.放大支持效应。省政府及有关部

门制定的鼓励省级及以上园区、功能区发

展的优惠政策,省级新区及辖区内各类功

能区同时享受。省级新区所在市要制定切

实管用的个性化支持政策。(省级新区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2年4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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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山东省 “十四五”冷链物流

发展规划》的通知
鲁政办字 〔2022〕31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

高等院校:

《山东省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4月1日

山东省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冷链物流是利用温控、保鲜等技术工

艺和冷库、冷藏车、冷藏箱等设施设备,

确保冷链产品在初加工、储存、运输、流

通加工、销售、配送等全过程始终处于规

定温度环境下的专业物流。加快山东省冷

链物流高质量发展,对于支撑农业现代化

发展,扩大高品质市场供给,促进消费扩

容升级,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更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

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根据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山东省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结合山东

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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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紧紧锚定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个走在前”总

遵循、总定位、总航标,在坚定不移抓好

“八大发展战略”“九大改革攻坚”“十强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七个走在前列”“九

个强省突破”等既有工作部署基础上,聚

焦 “六个一”发展思路、“六个更加注重”

策略方法、“十二个着力”重点任务,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以提升农产品产业链和食品

药品安全水平为目标,聚焦制约冷链物流

发展的突出瓶颈和痛点难点卡点,着力补

短板、优服务、育市场、促融合、强支

撑、严监管,努力推动冷链物流提质增

效、降本减耗,全力打造现代冷链物流体

系,为促进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和民生改

善提供保障,为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市场驱动,政府引导。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

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市场竞争活

力。突出政府在规范行业运行秩序、营造

良好竞争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加强规划布

局、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各级、各部门

分级负责、协同推进,不断提升行业发展

水平。

2.统筹推进,分类施策。坚持系统

观念,注重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

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针对产运销等主

要环节和食品药品重点品类冷链物流运作

特点,优化组织运行网络,因势利导,精

准施策,有序推动冷链物流行业健康发

展。

3.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健全完善

市场导向机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推动冷链物流系统重构与集成创

新,鼓励工艺技术、业态模式、经营管

理、监管方式创新,加快推进成果转化,

有效提升服务品质和发展效能。

4.区域协同,内外联动。统筹区域

和城乡协调发展,有效衔接农产品优势产

区和重点消费市场,促进冷链物流资源优

化整合和一体化运作。加强干支线物流和

末端配送高效协同,依托我省农产品特色

优势和国家骨干物流通道,积极构建服务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体化冷链物流网络。

5.补短促融,绿色安全。坚持问题

导向,补齐短板弱项,引导资金、人才、

技术等要素向冷链物流薄弱环节集聚。加

强冷链物流与现代农业、食品药品生产加

工、商贸流通等产业融合发展。顺应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发展趋势和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需要,积极推动冷链物流绿色智慧发

展。强化冷链风险预警防控和应急能力建

设,提高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三)发展目标。

到2025年,着力构建产销衔接顺畅、

城乡全面覆盖、内外双向联通的冷链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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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本形成畅通高效、安全绿色、智

慧便捷、保障有力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产业发展更加高效。全省冷链物流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

升,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

冷链物流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冷链物流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绿

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网络体系更加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和装备水平明显提升,集散基地、集配

中心等重要冷链物流节点加速布局,基本

建成以集散基地为中枢、集配中心和采供

网点为支撑的冷链物流网络,网络功能更

加优化,组织效率显著提高,物流成本明

显降低,实现与物流网络协同发展。

服务能力更加优质。冷链物流服务精

细化、多元化、品质化水平显著增强,重

点品类专业化冷链物流服务质量大幅提

升。冷链物流温度达标率全面提高,农产

品产后损失和食品流通浪费显著减少。

融合创新更加深入。冷链物流与现代

农业、食品药品生产加工、商贸流通等产

业领域加速融合,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

作的现代化、国际化农副产品供应链体系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冷链物流技术工艺和

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冷链物流+”新模

式、新业态加速推广。

市场监管更加有力。监管体制机制进

一步完善,重点冷链食品全链条闭环追溯

管理持续加强,基本实现全流程监测和重

点环节、重点领域全覆盖。医药产品冷链

追溯体系进一步完善,广覆盖、高效率、

低成本、安全可靠的医药产品冷链物流网

络基本形成。

到2035年,全面建成现代冷链物流

体系,发展质量更加高效、覆盖范围更加

广泛、安全保障更加有力的服务网络持续

完善,行业监管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强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有效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发展布局

依托山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

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布局,构建

节点网络协同联动、重点品类特色发展、

国内国际高效畅通的冷链物流运行体系,

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网络建设示范

区和 “一带一路”陆海双向国际冷链物流

主枢纽。

(一)冷链物流节点网络。

根据山东省冷链产品发展基础和市场

需求,全链条布局建设 “集散基地+集配

中心+采供网点”三级节点冷链物流网络

体系。

1.集散基地。强化与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物流枢纽联动对接,促进集散

基地间协同配合,加强与集配中心上下衔

接,承接跨区域冷链物流中转、集散、分

拨功能,支撑构建全省冷链物流主框架。

突出省会、胶东、鲁南经济圈核心城市作

用,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物流枢纽

为引领,重点完善中转集散、口岸贸易、

区域分拨等功能,建设转运分拨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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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等农产品

主产区和食品制造业集聚区,发挥产业规

模优势,重点完善产业引领、产地服务、

生产加工等功能,建设具有特色竞争优势

的生产服务型基地。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

居民消费升级,依托商贸集聚区、城市消

费中心和开放载体平台,突出强化城市服

务、商贸流通、供应链服务等功能,建设

商贸服务型基地。支持特色突出、功能完

善的集散基地,创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

2.集配中心。对接首末采供网点和

集散基地,完善集货、分选、预冷、检

测、冷藏、发货和仓储、分拣、包装、配

送、半成品加工等产销冷链服务功能,重

点打造产地上行、销地下行和节点网络内

干支衔接的集配中枢。依托种养殖产业

区、渔港和食品加工制造企业,在重点

县、镇布局建设衔接源头集货输出、集散

基地输入的产地服务型集配中心,提高农

产品产后集散和商品化处理效率;在城市

服务半径内,布局建设衔接集散基地输

出、末端网点输入的消费服务型集配中

心,完善销地城市冷链物流系统,提高区

域分拨配送效率。

3.采供网点。以 “首末一公里”冷

链物流需求为导向,突出强化农产品采收

预冷、初加工、保鲜储存和展示销售、末

端配送等农产品上行、冷货消费下行功

能,在田间地头、社区商圈,布局建设满

足生鲜农产品品控要求和城乡居民消费需

求的采供网点。

(二)重点品类冷链物流网络。

根据全省冷链食品产业链、流通链布

局,建设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集散

基地为重点,特色农产品集配中心、采供

网点为联动支撑的重点品类冷链物流网。

1.蔬菜冷链物流网。寿光市建设全

国性蔬菜集散贸易中心,莘县、兰陵县、

德州市建设重点服务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的

蔬菜产销集散基地和优质蔬菜供应中心,

金乡县、昌邑市、滕州市分别建设全国性

大蒜、生姜、马铃薯产销集配中心。

2.水果冷链物流网。在山东半岛、

泰沂山区等苹果、桃主产区建设水果产销

集散基地,在山东半岛、泰沂山区、鲁北

平原等梨、大樱桃、枣、猕猴桃、葡萄种

植和精深加工主产区建设特色水果集配中

心。

3.水产品冷链物流网。济南市建设

陆向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水产品集散

贸易枢纽,青岛市建设国际海产品产销集

散枢纽,威海市、烟台市、日照市建设服

务于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精深加工等全

产业链的海产品集散基地和海带、裙带菜

等海洋蔬菜集配中心,济宁市建设淡水生

态渔业集散基地。山东半岛东北部、南部

海区建设鲆鲽鳎等名优鱼主产区集配中

心,南部、黄河三角洲海区建设对虾、大

闸蟹、梭子蟹及贝类产地集配中心,庙岛

群岛和烟威海域建设鲍、海参等特色品种

产地集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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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肉类冷链物流网。临沂市、诸城

市、阳信县、莱阳市建设重点服务于肉类

屠宰加工产业集群的生产集散基地,济南

市建设联通全国、对接国际的肉类商贸集

散基地和健康肉精品大市场,青岛市建设

国际海运肉类集散贸易中心。德州市、济

宁市、聊城市、菏泽市和滨州市建设牛羊

驴肉产地集配中心,威海市、烟台市、滨

州市建设进口肉类和日韩、欧美转口肉类

物流贸易基地。

5.乳品冷链物流网。济南市、淄博

市、东营市、泰安市、德州市、聊城市、

滨州市建设济南都市圈现代奶业加工区集

配中心,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威海

市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优质高端奶业区集

配中心,济宁市、临沂市、菏泽市、枣庄

市、日照市建设鲁南现代奶业隆起带集配

中心。

6.速冻食品冷链物流网。布局建设

以临沂市兰山区、阳信县、诸城市为重点

的肉类速冻食品产销冷链物流网,荣成

市、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重点的水产

速冻食品工贸冷链物流网,莱阳市、莱西

市为重点的速冻蔬菜产销冷链物流网,青

岛市即墨区、胶州市为重点的速冻面食产

销冷链物流网。

7.医药产品冷链物流网。依托药品

流通企业配送网络,布局建设以济南市为

枢纽,区域医药配送中心为联动支撑的医

药冷链物流载体网络。依托济南市、青岛

市、淄博市、烟台市、临沂市、菏泽市等

医药产业集群和东营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区,布局建设医药产品产销冷链物流网

络。

统筹整合重点品类集散基地资源,依

托国家物流枢纽和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打

造综合性冷链物流集结中心。济南市建设

肉类、水产品、乳品集结中心和医药产品

冷链物流中心,青岛市建设水产品、肉类

陆海集结中心,临沂市建设蔬菜、水果、

肉类集结中心,潍坊市建设蔬菜、肉类集

结中心。

(三)冷链物流通道网络。

充分发挥沿黄达海龙头作用,强化冷

链集结枢纽运输组织能力,发展国内国际

冷链多式联运,着力打造干支衔接、陆海

联动、内外互通的冷链物流通道体系。

1.省内主通道网络。依托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结合冷链集结中心布局,打造

省内 “一横、两纵、一线”主通道体系。

“一横”:依托济青通道,串接济南、潍

坊、青岛集结中心和沿线、延伸线集散基

地。 “两纵”:依托京沪通道、京沪二通

道,串接济南—临沂、潍坊—青岛—临沂

集结中心和沿线集散基地,组织开行济青

通道陆海联运冷链班列,提升干线调配运

输组织水平,重点打造陆向济南、海向青

岛国内国际冷链集结枢纽。“一线”:沿海

岸线港口群加强海运内支线衔接,提升海

向冷链集散能力。

2.国内冷链物流主通道。以济南市

为陆向枢纽、青岛市为海向枢纽,重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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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中心、集散基地为支撑,航空货运枢

纽、沿黄城市内陆港为联动支点,着力打

造融入全国的陆海空冷链物流主通道。

“陆向”:依托京沪通道、京沪二通

道,以济南集散枢纽为核心,临沂、潍坊

集结中心为支点,北向对接华北、东北主

产区和京津冀城市群,南向对接华东主产

区、长三角城市群,打造东部沿海纵向冷

链物流大通道南北交互主枢纽;以济南为

枢纽,串接郑州、西安、银川、西宁、兰

州、乌鲁木齐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开行冷链

班列,优化公路干线运输,畅通连接西向

主产区和城市群的鲁陕藏横向冷链物流大

通道;加强与成渝、粤港澳、滇黔桂骨干

冷链物流基地协作,打通连接西南向沿线

主产区和城市群的西部、二广、京鄂闽

“三纵”和北部、长江、南部 “三横”冷

链物流大通道。

“海向”:加强与环渤海、长三角、粤

港澳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海运内支线合作,

打造以青岛为核心的全国海运冷链物流主

枢纽。

“空向”:完善机场航空冷链货运功能

设施条件,加强陆路分拨集散对航空冷链

货运的支撑带动,打造济南、青岛航空冷

链物流枢纽。

3.国际冷链物流大通道。济南市加

快完善冷链物流集结枢纽口岸功能,充分

发挥综合保税区功能优势,叠加国内陆路

鲁陕藏冷链物流通道资源,打通中欧班列

(齐鲁号)冷链物流 “绿色通道”。青岛市

统筹山东港口群冷链物流和国际航线资

源,打造国际陆海联运冷链航运中心。威

海市整合与韩国仁川 “四港联动”海运航

线和远洋捕捞船队资源,烟台市加强与韩

国平泽港协作,建设直通日韩的国际海产

品产销联动冷链物流枢纽。济南市、青岛

市充分发挥航空口岸功能,加强与空港保

税区协同联动,建设集分拨集散、保税加

工、监管查验、物流贸易等功能于一体的

高端农副产品空港国际冷链产业集聚区,

积极对接国际航空运力资源,打通国际空

中走廊,打造面向日韩、联通欧美的冷链

物流黄金大通道。

专栏1 冷链物流网络建设工程

  1.冷链物流节点建设工程。支持各市整合冷链物流资源,全省重点提升建设10个以上冷库

容量超过30万立方米的分拨转运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冷链物流集散基地,50个冷库容

量超过5万立方米的产地服务型、消费服务型冷链物流集配中心,一批满足农产品上下行需求的

采供网点。加快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威海荣成水产品冷链物流集散基地,临沂、烟台肉类和

水果冷链物流集散基地,潍坊寿光、聊城莘县和济宁金乡蔬菜冷链物流集散基地等建设。重点推

进济南维尔康冷链物流基地、中国北方 (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寿光蔬菜冷链物流仓储集

配中心、威海鑫发水产品冷链物流园、烟台骅达冷链物流园、山东凯盛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莘县

绿源和丰蔬菜冷链物流中心、日照新发地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园、淄博海月龙宫冷链物流园、阳信

冷链物流产业园、山东恒洋配送中心、临沂中农财金冷链物流园、菏泽东明交通冷链物流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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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千立方-云谷国际冷链产业园、枣庄滕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泺亨 (泰安)冷链物流园等项目

建设。
2.供销系统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工程。依托全省供销系统资源,建设5个市级、10个县域冷

链物流中心,按照 “1个中心+N个田头保鲜仓”模式,积极对接采供网点,健全全省供销系统

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配送网络。
3.冷链物流网络拓展工程。规划建设中国北方生活消费品分拨中心,在沿黄流域和 “一带一

路”北方重要节点城市布局济南、青岛2个分拨中心和12个分拨基地,串联重要城市群消费品物

流市场,推动山东港口冷链物流网络向内陆延伸,打造以大宗冷链产品及快消品中转分拨为主要

功能的全链条综合服务网络。

  三、发展重点

按照 “补短板、促融合、优特色、树

品牌”的思路,坚持需求导向、因品施

策、因地制宜、应冷即冷原则,完善产运

销冷链物流设施设备,分类优化冷链服务

流程与规范,推动冷链物流与现代农业、

加工制造、现代流通融合发展,助力重点

品类冷链产品规模生产、渠道扩张、品质

提升和品牌建设,打造全国重要生鲜农产

品集散贸易中心。

(一)蔬菜冷链物流。

完善蔬菜源头商品化冷链设施设备条

件。在蔬菜主产区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联合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蔬菜农业

生产组织,充分发挥规模化生产优势,集

中建设蔬菜产地公共集配中心,整合布置

辐射产区前端的田头采供网点设施,采用

购置、租赁等方式配备必要的移动冷库和

预冷设施,进一步提高产地集货运输组织

水平。公共集配中心按蔬菜品类仓储保鲜

技术规程改造或新建产地预冷存储设施,

配备满足销售要求的商品化处理设施设

备,开展清洗加工、分选分拣、预冷等初

加工和必要的商品化包装。

加强蔬菜冷链物流渠道管理。推广产

地使用标准周转箱装箱发运,推进蔬菜产

地商品化、标准化包装与保鲜物流一体

化,源头把控产品重要信息真实可靠。加

强企业监督管理,鼓励农产品运输企业集

约、规范开展单元化保鲜运输,确保运输

环节可控、可靠。大中城市加快建设城乡

居民消费蔬菜保鲜转运、分拨、末端配送

冷链物流设施,推广 “全程不倒筐”销售

配送,加强末端追溯监控,提升城市消费

冷链物流服务水平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鼓励蔬菜冻干食品、芦笋罐头、薯条薯片

等蔬菜加工产业集群,建设完善直通产地

的原料蔬菜供应冷链物流系统,建立稳

定、可靠的生产供应渠道。加强蔬菜跨区

域转运分拨渠道管控,打造全国性蔬菜供

应交易中心和冷链物流集散转运枢纽。

(二)水果冷链物流。

完善水果冷链物流网络设施设备条

件。在水果主产区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完善水果等级、品质、规格细分分选和

标准化包装设备,加强社会化服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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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采供网点冷链设施,整合建设水果产

销集散基地。引导使用防腐保鲜箱、乙烯

吸收保鲜箱、吸氧保鲜箱等标准化冷链单

元装具,完善城市销售配送冷链设施设备

条件,建立面向销售终端的一体化水果冷

链物流快速调运配送体系。济南市、青岛

市重点建设规模存储、区域分拨、跨区转

运等多功能配套衔接的冷藏保鲜库区,完

善水果指定口岸功能,提升高端水果航空

冷链物流水平,打造水果区域消费分拨中

心和国内国际市场转运枢纽。

促进冷链物流与果品流通生产融合。

按照 “做精、保真、安全”要求,以品牌

建设为龙头,以地理标志和绿色有机认证

为核心,构建莱阳梨、沾化冬枣、胶东大

樱桃等名特优水果冷链物流体系。支持邮

政快递、供销系统建立农产品双向绿色物

流系统,以可靠物流品牌提升水果供应渠

道的公信力;加强生鲜农产品检验检疫和

冷链物流管控,以 “优质优价”引领农产

品供给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将冷链

物流网络节点载体嵌入栖霞苹果、蒙阴蜜

桃、威海无花果等果品加工产业集聚区,

完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产业全链条冷链物

流服务,推动物流作业向载体集中,打造

精准服务产业集群的果品供应链物流基

地。

(三)水产品冷链物流。

提升水产品冷链物流网络设施水平。

引导水产品养殖、捕捞、加工企业,完善

海上、渔港、陆地海产品仓储、运输、包

装和加工冷链设施,建设速冻、冷藏、设

施养殖、低温暂养等配套设施。加强产地

冷链物流设施整合与资源共享,促进海

链、陆链、销链有效对接,提高优势特色

水产品产地分级包装和保鲜储运设施水

平。推广冰鲜、冷冻海产品多温层、单元

化冷链运输和鲜活海产品、淡水产品保活

保鲜运输,加强运输车辆温度监控,提高

全省水产品 “不断链”运输能力。鼓励大

型水产品交易市场建设速冻库、冷藏库、

加工车间、封闭月台等设施,大中城市建

设水产品冷链物流基地、分拨配送中心、

水产品活体暂养和末端配送设施,完善水

产品冷链流通体系。

推动水产品产业链融合发展。鼓励海

参、牡蛎、三文鱼、金枪鱼等优质水产品

养殖、捕捞加工龙头企业,加强与流通企

业分工协作,完善与营销网络体系配套的

冷链物流设施,增强品牌产品市场竞争能

力。鼓励黄河口大闸蟹、黄河鲤鱼、鱼台

龙虾等特色水产品养殖、捕捞企业,与连

锁销售餐饮企业、冷链物流企业合作共建

从产地到消费终端的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以优质产品品质助推特色水产品品牌建

设。推动水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集聚区

企业共享冷链物流资源,集聚集中建设冷

链物流设施,配套建设物流贸易中心,打

造水产品供应链物流基地。

(四)肉类冷链物流。

完善肉类冷链物流设施。顺应畜禽屠

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新趋势,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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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冷链物流与上下游融合创新,加强全

程温控和监管追溯,构建 “集中屠宰、按

标生产、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

市”的肉类供应链体系。依托主产区和加

工龙头企业建设活体暂养育肥基地,在肉

类主产区建设产地加工中心,加强肉类屠

宰后排酸、预冷、分割、包装等低温初加

工设施建设;鼓励肉类食品加工龙头企

业,完善规模化、智能化、标准化产地肉

类冷链设施,推动设施共建共享,提高社

会化服务水平。推广应用挂肉冷藏车等专

用设施设备,积极发展肉类冷冻、低温、

多温层单元化运输。鼓励大型肉类冷链加

工企业和连锁商业企业依托现有流通渠

道,健全冷鲜肉生产、流通和配送体系,

提高冷鲜肉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

培育肉类冷链物流竞争新优势。强化

济南肉类冷链物流集散贸易功能,积极推

进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建设,鼓励发展

进口、转口肉类国际物流,促进全省肉类

冷链物流形成缺口品类市场竞争集散优

势。加强黄河口滩羊、鲁西黑头羊、运河

黑牛、碱地黑牛、高青黑牛等特色产品配

套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构建品质可控、全

程可追溯的品牌营销渠道,提升优质特色

肉类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大力发展 “牧场+
超市”“养殖基地+肉制品精深加工+超

市”等新模式。

(五)乳品冷链物流。

加强原奶产地源头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鼓励规模化奶业企业升级冷链物流设

备,配备生乳专用恒温运输槽车,提高生

乳冷却、储存、运输一体化运作效率和温

度质量管控水平。加快构建低温液态奶冷

链配送体系,引导乳品生产企业与商贸流

通企业开展物流标准化、供应链一体化合

作,建设 “仓配一体、共同配送”的乳品

销售物流配送系统,加强社区宅配仓、乡

村网点建设,提高网格化、高频率配送到

家服务水平。

(六)速冻食品冷链物流。

整合建设速冻食品产业集聚区公共冷

链物流设施,加强原料 “进口”和产成品

“出口”的检测认证,严把集聚区产品品

质关,鼓励企业共建共享统一优质的特色

速冻食品产业集群品牌,促进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积极融入全省冷链食品销售物

流主渠道,完善产销集配中心、中央厨房

等设施功能,发展满足连锁餐饮、团餐等

标准化、流程化经营需求的速冻类标准食

材、食材半成品供应链,加强城乡末端配

送速冻食品冷链设施建设,提高品控能

力,联合打造 “产销对接、安全畅通、品

质可靠”的速冻食品冷链物流体系。

(七)医药产品冷链物流。

鼓励龙头医药流通企业建设医药物流

中心,拓展服务网络,支持医院、药店和

基层医疗网点合理配置专用冷链设备,促

进医药物流中心与末端冷链无缝衔接,发

展多温共配、接力配送等模式,探索发展

超低温配送,构建广覆盖、高效率、低成

本、强安全的医药冷链物流网络。提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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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医药应急保障能力,确保紧急状态下疫

苗和冷链药品运输畅通。支持大型医药流

通企业 “走出去”,打造立足山东、辐射

全国的冷链药品配送网络。

专栏2 农产品冷链物流提质工程

  重点推进山东青州瑞铭农产品冷链物流港、金乡大蒜智能电商冷链中心、山东青云冷链物流

园等蔬菜冷链物流项目,山东高速泉源苹果智能仓储交易中心、临沂玉泉果品冷藏保鲜基地、沾

化冬枣冷链物流集散中心等水果冷链物流项目,荣成沙窝岛冷链物流基地、日照海洋生物现代冷

链物流中心等特色水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德州飞马冷链物流园、日照大鼓冷链储配中心、淄博数

字农业冷链物流中心等肉类冷链物流项目,烟台春雪智慧冷链物流园、莘县亚世达冷链物流中心、
菏泽食品智能冷链物流配送中心、滨州智汇现代冷链物流园等速冻食品冷链物流项目建设。

  四、主要任务

(一)优化提升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1.加强产地冷链基础设施建设。一

是完善冷链源头基点设施。加快推进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坚持整合提升

和新建补缺并重,支持在果蔬产地分区分

片布局建设规模适度的采收预冷、贮藏保

鲜等初加工设施。鼓励广泛使用冷链设施

开展果蔬保鲜,大幅减少保鲜药物使用。

在水产品、肉类等产业区建设前端网点冷

鲜储藏、分拣加工等冷链设施,源头保障

优质农产品品质。二是推进移动冷库循环

共用。探索发展产地预冷、产区集配、区

域调运共享式 “田头小站”等移动冷库,

鼓励组建移动冷库大车队,根据农产品采

收季节和消费冷链需求周期,组织跨区域

调配作业,提高移动冷库设施设备利用

率。田头采供网点合理设置移动冷库挂车

停靠甩挂场地、集装箱式移动冷库装卸站

点,配套建设保障设施设备。三是加强产

地预冷物流体系建设。布局前端集货网

点,完善农产品采收冷链物流功能。支持

有条件的县城、乡镇建设一批产地冷链集

配中心,推进 “基点+移动冷库+集配中

心”运行组织模式,提升产地预冷、仓储

保鲜、分级分拣、初加工、产地直销等能

力。

2.提升冷链运输服务质量。一是优

化冷链物流运输网络。以冷链物流集散基

地为中枢,推进冷链干线运输规模提升工

程,鼓励发展公路冷链专线、铁路冷链班

列等干线运输模式;加强集采组货、落地

配送运输组织,增强产地和销地冷链支线

网络集散能力,构建干支线运输和末端配

送一体化运作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二是

推动冷藏单元化运输。严格执行冷藏车市

场准入条件,加大标准化车型推广力度。

加强冷藏保温车辆温度监控设备性能管

理,鼓励企业配置冷藏运输车、联运冷藏

集装箱、移动冷库挂车等单元化运输装

备,全面提高冷链转运配送能力。鼓励流

通企业将标准托盘、周转箱 (筐)作为采

购订货、验收货计量单元,引导冷链物流

集散基地、集配中心建设载具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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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维护保障、储存调拨功能,推动标准

化单元载具循环共用。三是加快发展冷链

多式联运。培育多类型多式联运经营人,

创新全程冷链运输组织模式,完善冷藏车

和冷链设施设备共享共用机制,引导发展

冷链集装箱、甩挂运输。鼓励冷链物流集

散基地完善吊装、平移等换装转运设施设

备,推进港口、铁路场站冷藏集装箱堆场

建设和升级改造。依托主要港口、航空、

铁路枢纽,积极发展海铁联运、公铁联

运、空陆联运,持续推动青岛—东莞、威

海—重庆、临沂—成都、潍坊—昆明等冷

链班列发展,加强冷链卡车航班、专线网

络建设。

3.优化销地冷链配送网络。一是完

善冷链分拨配送功能。扩大冷链物流集散

基地分拨服务范围,整合建设一批集成流

通加工、区域分拨、城市配送等功能的冷

链集配中心。研究利用绕城高速公路沿线

可开发地块等建设 “近城而不进城”的销

地冷链集配中心。二是提升商贸冷链服务

水平。支持果蔬、水产品、肉类等全国性

和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完善冷链设

施,鼓励大型流通连锁企业建设规模适度

的冷冻、冷藏存储库及低温收发货冷链设

施设备。三是完善城市末端冷链设施。推

动冷链配送接货站点建设改造,合理布局

生鲜运输车辆临时停靠装卸点,优化城市

冷链配送通道网络和新能源冷藏车充电设

施,加强冷链配送车辆通行管理。加快城

市冷链前置仓、移动冷柜冷库、智能冷链

自动售卖机等 “最后一公里”冷链设施建

设与应用,引导有条件的住宅小区加强生

鲜投递柜、社区配送站等建设。

专栏3 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补短板工程

  1.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程。以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持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建设立足田间地头、设施功能完善、经济效益良好、紧密衔接市场的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5000个以上。
2.城乡冷链配送提效工程。支持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集散基地和集配中心建设流通型冷

库、低温处理中心、中央厨房等设施,构建集冷链包装、冷链运输、智能冷藏收投设备于一体的

末端冷链服务体系。重点推进潍坊佳乐家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济南家家悦智慧产业园、烟台振

华冷链物流园、威海润泽农商互联冷链物流智能配送中心、淄博智慧城乡冷链物流基地、泰安食

安公社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临沂路宽农产品冷链物流园、德州凯德冷链物流园、济宁食品园智慧

冷链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
3.农产品冷链寄递服务示范工程。加快品牌快递企业培育,重点扶持2-3家省级品牌快递

企业,引导建设一批农产品冷链快递运输示范项目。延伸快递冷链末端服务链条,鼓励企业采取

购置、建设、租赁等方式,配备必要的田头快递移动冷藏 (柜)车、城市快递冷藏中转仓和投递

小型冷藏配送车、社区智能冷藏自提柜等采供冷链设施,提升快递冷链田头发送能力、城区转运

能力、末端配送能力,补齐 “首末一公里”冷链设施短板,助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二)大力培育冷链物流市场体系。 1.做大扶强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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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物流企业优化整合资源,拓展服务网

络,扩大业务范围,拉长物流链条,壮大

一批跨品类、综合性行业龙头企业;引导

大型生产、流通企业整合开放内部冷链物

流资源,开展重点品类全链条社会化服

务,打造一批精益化、专业化行业领军企

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冷链物流企业

集群。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

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提升基础服务水

平,深耕细分领域和特定场景,强化精细

化管理能力,有效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市

场需求。支持冷链物流企业与生产流通企

业深化战略合作,提升冷链综合服务能

力。

2.打响做亮特色冷链产品品牌。支

持冷链物流龙头企业延伸服务全产业链,

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着力打造以冷链

服务为核心、以企业为标识的价值品牌。

充分发挥山东省粮食、蔬菜、肉类、水产

等产业优势,推动业内冷链资源整合共

用,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促

进米面、蔬菜、调理品、畜禽、水产等速

冻加工食品行业集聚集约发展,打造一批

山东速冻食品品牌。支持聚焦服务冷链产

品的平台企业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引导直

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业态规范发展,以

产品、价格、服务 “保真”为核心竞争

力,拓展营销渠道和消费群体,扩大特色

农产品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专业化冷链

平台品牌。支持有条件的市整合冷链物流

要素和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统筹集

成安全检测、数据追溯、产品认证、交易

展示、统仓统配等功能,打造政府管得

住、百姓信得过、市场叫得响,具有全程

品控力和显著辨识度的城市冷链产品名

片。根据特色农产品市场供需情况,建立

细分领域 “产地可查、品牌可信、品质可

靠、过程可控”的冷链保真渠道;针对不

同消费群体差异化需求,打造分品级、分

类型冷链产品品牌,逐步形成 “一分钱、

一分货”的行业细分市场,让群众能够既

买得着、又有得选。

3.推动冷链产品消费扩容升级。积

极推进农产品出村进城,加强 “产地集采+
干线运输+销地配送”冷链物流干支衔接

运输组织,促进生鲜农产品保质减损;畅

通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发展 “平台

企业+农业基地”“生鲜电商+产地直发”

“一村一品”“多品聚集”,促进冷链惠农、

品牌兴农、特色富农。畅通消费品下乡进

村,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中小城镇和

农村地区下沉,释放农村涉冷农产品消费

潜力。加强城市冷链即时配送体系建设,

支持生鲜零售、餐饮、体验式消费等模式

业态融合创新发展,扩大生鲜等高品质消

费品供给,促进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持续

推进城乡高效配送,加强冷链设施对接和

网络协同,提高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效

率,打造多温共配 “上下双向一张网”,

促进城乡冷链物流均衡发展。

4.加速构建国际冷链物流体系。支

持具有口岸功能的港口、铁路、机场等,

03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12期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完善监管场地、综合保税区、中欧班列

(齐鲁号)集结中心等载体冷链设施条件,

优化提升冷冻冷藏、保税查验、分拨配送

等服务水平。聚焦涉冷农产品优势品类,

提升进出口冷链物流服务能力,加快建设

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特色农产品出口基

地,肉类、水产品转口加工和进口集散基

地,积极打造生鲜电商综合交易服务平

台。整合集聚现货资源,发展冷链物流贸

易新业态,推动冷链物流龙头企业深度参

与全球冷链商品生产和贸易组织,强化跨

境冷链物流、采购分销等网络协同,延伸

跨境电商、交易结算等服务,提升国际供

应链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鼓励冷链物

流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等协同 “出海”,

布局建设境外冷链海外仓,提升跨境冷链

物流全程组织能力。

专栏4 冷链物流市场培育工程

  1.涉冷农产品全渠道 “保真”工程。各市结合实际,依托农产品细分领域产地、销地、集散

枢纽冷链物流体系和干线运输组织,加强源头、运输、分拨、末端产品真实信息管控,全力打造

重点环节和全渠道 “保真”品牌。
2.生鲜农产品品牌建设工程。依托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快优势特色

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加强与 “好品山东”“齐鲁灵秀地·品牌农产品”建设联动,助推农产品质

量追溯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提升生鲜农产品品质,打造优质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名牌和知名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3.国际冷链物流工程。畅通中日韩 “海上高速公路”,加快推进陆海 “点对点”整车运输,

打造面向全国的日韩进口乳品、肉类、水产品等冷链快线集散中心。加快济南、青岛、临沂中欧

班列 (齐鲁号)集结中心冷链物流功能区建设,提升支线集散能力,综合利用口岸、监管场地等

资源,推广 “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中欧班列+综保区”模式,创新发展中欧班列 (齐鲁号)冷

链专列。重点建设中欧班列 (齐鲁号)集结中心、山东高速临空综合保税物流园、山东港口冷链

物流产业园、青岛保税港区国际冷链物流交易中心、威海综保区冷链物流园、日照远海冷链物流

中心、临沂综保区冷链物流分拨中心、淄博内陆港保税冷链基地、济宁海关内陆港冷链物流中心

等国际冷链物流项目。

  (三)着力打造冷链物流创新体系。

1.培育组织发展新模式。加快农产

品产地直供能力建设,积极发展 “冷链物

流+中央厨房”“产地+精深加工+超市”

“健康肉前店后仓”等模式,促进农超对

接、农批对接、农企对接、农社对接,鼓

励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开展净菜、半成品加

工,为餐饮企业、学校、机关团体等终端

大客户直供直配。支持冷链物流集散基地

和集配中心,依托 “统仓”集中冷链仓储

基地 (库),建设完善 “统配”组货配送

库冷链设施。大力推行 “代管库”模式,

推动商业企业和城市冷链配送中心库存前

移。推广 “分时段配送” “无接触配送”

“夜间配送”,发展与城市新消费方式融合

的冷链配送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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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速绿色发展新进程。加强冷链

物流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管理研

究,提高设施设备节能水平,支持冷链物

流企业、农批市场、生产企业等对冷库、

中央厨房、低温车间等实施节能改造,推

广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诊断等模式,鼓励

使用新能源冷藏车及绿色安全配套装备设

施,逐步淘汰老旧高能耗冷库、制冷设施

设备和高排放冷藏车。严格执行新建冷库

国家节能标准要求,鼓励利用自然冷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高冷库、冷藏车等

设施设备保温材料的保温和阻燃性能。研

发推广符合应用场景要求的蓄冷周转箱、

保温包装、保温罩等,推动蓄冷剂、保温

耗材等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3.构建融合发展新生态。深化冷链

物流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整合,强化农产品

全产业链组织功能,打造冷链物流与产业

融合发展生态圈。优化 “冷链物流+”产

业培育和发展环境,创新 “水产品冷链物

流+海洋捕捞+近海养殖+精深加工”

“速冻食品冷链物流+生产加工+品牌营

销”“生鲜果蔬冷链物流+标准化种植+
保鲜流通”“肉类冷链物流+规模化养殖+
工业化屠宰+细分市场零售”等新生态、

新场景。鼓励冷链物流、商贸流通龙头企

业加强战略合作,对接上游生产和终端消

费,为客户提供集中采购、流通加工、共

同配送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引导冷链物流

企业利用大数据发掘消费潜力、赋能上游

生产,提高精准营销和个性化供应链服务

水平。

专栏5 冷链物流创新发展工程

  1.冷链物流产销一体化示范工程。依托山东生鲜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实现农产品种植基

地、家庭农场、合作社、供应商与商超、电商平台、批发市场及企事业单位等各类渠道的对接,
打造生鲜农产品线上数字供应链。重点推进山东昌乐农产品交易中心、荣成鑫汇海洋食品冷链物

流中心、烟台新壹盛冷链物流园、聊城新希望六和冷链物流园、山东傲农冷链物流园、菏泽 “单
养千秋”冷链配送中心、山东千禧农牧肉杂鸡冷链物流中心、菏泽商都恒昌肉牛屠宰加工冷链物

流基地等项目建设。
2.冷链物流设施绿色改造工程。支持企业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推动新型节电、节水设施设

备应用。深入推进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加强加气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应用

新能源冷藏车并给予通行便利。

  (四)持续强化冷链物流支撑体系。

1.加大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应用。聚

焦预冷、速冻、冷冻冷藏、运输配送等相

关领域,加强高性能冷却冷冻设备、食品

安全追溯等现代冷链物流技术研发与应

用,提升冷链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引导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集散基地优先推

广应用分级预冷装置、大容量冷却冷冻机

械,鼓励冷链物流企业使用节能环保多温

区冷藏车,推广应用吸氧保鲜膜、远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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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陶瓷保鲜膜等新材料。积极引进消化冷

库自动化、真空预冷、无损检测与商品化

处理、运输车温度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

依托现有产业配套优势,培育打造冷链物

流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2.提升冷链物流智慧化水平。加强

大数据、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生产、冷链流

通和服务信息实时交互。鼓励大型冷链物

流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商超

整合产品、冷库、冷藏车等信息资源,加

强冷链智慧仓储管理、运输调度管理等信

息系统开发应用,搭建市场化运作的冷链

物流信息平台。推动冷链物流全流程、全

要素数字化,加强温控供应链数字化基础

研究,加快企业对温控、自动识别等数字

化设备的安装应用力度,实现对各作业环

节的数据自动化采集与运输。加快冷链基

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推进智能分拣、

物流机器人、温度监控等设备应用,打造

自动化无人冷链仓。

3.推进冷链物流标准化建设。加大

标准贯宣力度,严格落实冷链物流强制性

国家标准,强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规范指导作用。加强冷链物流标准制修

订工作,制定和修订完善地方标准,鼓励

冷链物流企业和社会团体承担或参与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高起点制定团体

标准和企业标准,推动与冷链食品药品等

产业标准及国际国内标准接轨。引导使用

标准托盘、周转箱等储运单元及多温层冷

藏车、冷藏集装箱等标准化运载单元。

4.加强冷链物流专业人才培养。完

善政产学研用结合的多层次冷链物流人才

培养体系。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

院校分级分类开设冷链物流系统规划与设

计、冷链物流技术与设备、信息技术与应

用、仓储与配送管理服务等相关专业和课

程,培养冷链物流技术、冷链供应链管

理、冷链物流企业运营等专业人才。支持

各类教育机构与冷链企业、行业协会共建

实训基地、订单班、产业学院,开展顶岗

实习、现代学徒制和新型学徒制培养等定

向培训和实训活动,以应用为导向发展冷

链物流继续教育。建立完善人才引进和激

励机制,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引进一批高层次冷链物流专业人才。

专栏6 冷链物流要素支撑体系建设工程

  1.冷链物流数字化提升工程。支持具备条件的冷链物流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推进技术

装备应用、管理模式创新和网络协同,建立深度感知智能仓储系统,提高仓储作业效率和管理水

平。重点推进东北亚国际生鲜冷链交易中心、山东乐物物流产业园、潍坊潍州投资控股自动化冷

库、临沂马站智慧冷链物流园、德州嘉仓农产品智慧冷链物流港、山东中盛智慧冷库、山东开国

食品冷链物流园、泰安早天下冷链 (中国)交易基地、汇阳通达冷链物流港等项目建设。
2.冷链标准化载器具推广应用工程。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集散基地、集配中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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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产地集货、干线运输、城市配送等重点冷链物流环节,扩大标准化冷藏集装箱、周转箱 (筐)、
标准化托盘、冷藏车等应用范围,依托各类物流标准化冷链载器具循环共用平台,引导冷链物流、
设备生产、设备租赁等企业加强协作,提高载器具循环共享利用水平。

  (五)加快完善冷链物流监管体系。

1.健全政府监管机制。严格执行冷

链物流监管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全链条保

温、冷藏或冷冻设施设备使用和运行要

求。建立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

的冷链物流监管机制,发挥政府监管的主

体作用,依法规范冷链物流各类市场主体

经营活动。加强对冷链物流企业信用记录

等信息归集和共享,推广信用承诺制,对

严重违法失信冷链物流企业依法依规实施

联合惩戒,推进以信用风险为导向的分级

分类监管。

2.加强各环节检验检测检疫。健全

全要素检验检测检疫体系,优化检验检测

检疫站点布局,加强省级食品安全专业技

术机构冷链检验检测检疫能力建设,提升

各级机构装备配备水平,推动冷链产品检

验检测检疫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及

跨区域信息互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物流企业、屠

宰加工企业等建设快检实验室,有效提升

检测能力。完善应急检验检测检疫预案,

实行闭环式疫情防控管理,提高应对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处置能力。健全进出

口冷链食品检验检测检疫制度,做好冷

链、出仓、货运等进口冷链食品关键环节

的预防、消毒、查验工作,完善提升农产

品进出口检验检测检疫流程,优化放行模

式,提高查验效率。

3.推进全程可追溯。加快 “山东冷

链”追溯管理平台建设,积极对接国家冷

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推动海关、市场监

管、交通运输等跨部门协同监管和数据融

合,提升冷链监管效能。完善冷链追溯、

运输监管等重要领域信息资源体系,引导

企业在冷藏车辆安装在线可视、实时监控

等设备终端,在冷库等设施中安装温湿度

传感器等监测设备。强化农产品产地准入

与追溯管理,加大食品品质、环境参数、

产品位置感知以及食品安全溯源等技术应

用,对来源不明的冷链食品依法进行查

处,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质量可

控、责任可究。

4.筑牢冷链进口疫情防线。完善口

岸城市防控措施,建立多点触发的监测预

警机制,严格执行高风险岗位人员核酸检

测等规定,切实做到闭环管理。建立完善

进口冻品集中监管制度,健全进口冷链食

品检验检疫制度,加强检验检疫结果、货

物来源去向等关键数据共享,确保全程可

追溯、全链条监管,堵住疫情防控漏洞。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现代

物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冷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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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发展的统筹协调,密切部门协作配合,

及时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强化评估

督导,重大问题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

确保规划有序实施。各市政府要按照规划

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结合发展实

际,制定本地冷链物流发展实施方案。鼓

励冷链物流相关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深入宣贯国家、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政策,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加大政策支持。通过现有资金

支持渠道,重点支持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集散基地、集配中心等重大冷链物流

设施建设。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融资

支持力度,完善配套金融服务。在严格落

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基础上,各市要统筹做

好冷链物流设施布局建设与国土空间等相

关规划衔接,保障合理用地需求。物流企

业冷库仓储用地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落实农村建设

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价格支持政策。严格

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

实施预约抽检、车辆免开箱等便捷查验。

鼓励各市因地制宜出台支持城市配送冷藏

车便利通行的政策。

(三)加快项目推进。聚焦冷链物流

重点领域、关键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快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坚持高起点谋划储备项

目、高标准把关引进项目、高效率推进建

设项目、高品质跟踪服务项目,实施一批

规模大、水平高、质量优、功能强的重点

示范项目。建立重大项目储备库和动态调

整机制,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项目尽

快投产达效、规范运营。

(四)完善统计体系。认真落实国家

冷链物流行业统计制度,科学制定符合我

省实际的冷链物流统计分类标准和指标体

系。加强行业日常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

开展冷链物流重点领域调查研究,做好行

业运行数据收集、分析、监测等基础工

作。

(五)优化发展环境。深化 “放管服”

改革,简化涉企事项审批流程,全面推广

资质证照电子化,探索推行 “一照多址”。

深入开展冷链物流行业自律建设,积极宣

传推广示范诚信企业,树立行业标杆,加

大违规违法典型案件曝光力度,维护市场

秩序。加强冷链知识科普教育,增强企业

及员工安全意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

用,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群众

参与监督,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2022年4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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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同意孟子故里 (邹城)母亲文化节

增加主办单位的批复
鲁政办字 〔2022〕32号

济宁市政府:

你市 《关于孟子故里 (邹城)母亲文

化节变更事宜的请示》(济政呈字 〔2022〕

2号)及补充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

如下:

一、同意孟子故里 (邹城)母亲文化

节主办单位调整为济宁市人民政府、省文

化和旅游厅、尼山世界儒学中心 (中国孔

子基金会秘书处)。

二、同意于2022年5月在邹城市以

线上活动为主举办2022孟子故里 (邹城)

母亲文化节。

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严守财经纪律,严格控制

活动规模和经费支出,厉行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做到简朴务实高效。

四、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节庆活动动态

调控机制,在活动正式举办前,活动举办

地人民政府要会同主办单位再次进行风险

评估研判,实行动态管理。认真落实安全

责任,强化安全措施,加强人员检查及现

场管理,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五、不得进行违规宣传,不得随意改

变活动名称和增减主办单位,不得违规邀

请领导干部出席。

六、不得以举办活动为由,向下级单

位、企业和个人打广告、收费、摊派、拉

赞助、转嫁费用,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邀请

各类名人明星,不得发放礼金、礼品、贵

重纪念品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七、请于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将活

动内容、规模、费用总额和支出等情况以

及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的自查情况报省

政府,并抄送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4月8日

(2022年4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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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2022-0030012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钢铁企业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

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发改价格 〔2022〕350号

各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根据 《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

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发改价格规

〔2018〕943号)、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

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 〔2019〕35
号)等文件规定,决定对钢铁企业执行超

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电价政策

《山东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

方案》 (鲁环发 〔2019〕149号)所列钢

铁企业及新投产钢铁项目未按要求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的,其全部网购电量 (市场化

交易电量、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电量)实行

用电加价政策。企业 “有组织排放、无组

织排放、清洁方式运输”其中一项未达到

超低排放要求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0.01元 (含税,下同);两项未达超低排

放要求的,用电价格加价0.03元;三项

未达超低排放要求的,用电价格加价

0.06元。完成全部超低排放改造的,用

电不加价。

钢铁企业已执行其他差别化电价 (淘

汰类、限制类)、惩罚性电价或阶梯电价

政策的,按照最高加价标准政策执行,不

重复加价。

二、执行程序

(一)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

要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钢铁

企业超低排放评级监测工作的通知》《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等要

求,及时组织开展评估监测,将评估监测

报告报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同时报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申请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将钢铁企业超低排

放改造、评估监测和公示等完成情况函告

省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根据本通知

规定,公布执行差别电价企业名单、加价

标准,函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执行。

(二)新投产钢铁项目试运行6个月

后,未完成评估监测且未在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公示的,由省生态环境厅函告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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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按本通知规定执行差别化电价。

(三)执行差别电价钢铁企业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的,由省生态环境厅函告省发

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函告电网企业停

止执行差别电价。

三、其他事项

(一)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生态环

境厅,根据政策执行效果适时调整差别化

电价加价标准。

(二)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

厅。

本通知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

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钢铁企业试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的

通知》 (鲁发改价格 〔2020〕551号)同

时废止。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2022年4月25日

(2022年4月27日印发)

SDPR-2022-0040003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 《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

培育认定办法》 的通知
鲁工信软 〔2022〕72号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现将 《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培育认定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

执行。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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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培育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山东省 “十四

五”制造强省建设规划》《山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培育认定工

作,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软件工程技术中

心,是指企业为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建立

技术标准体系、汇聚培养创新人才等设立

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研发机构。

第三条 根据自愿原则,依托企业为

主体建设软件工程技术中心,鼓励企业与

科研机构、高校院所等联合共建,带动产

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

第四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省级

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的规划指导、认定考核

等工作。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本辖

区内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的组织申报、

协调服务等工作。

第五条 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认定

范围包括基础软件、研发设计类工 业软

件、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经营管理类工

业软件、新兴技术软件、信息安全软件、

重点行业应用软件、公有云服务软件、嵌

入式软件、集成电路设计、信创适配服务

等领域。企业只能选择一类进行申报。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六条 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基础条件

1.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

以软件产品开发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为主

营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按

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统计调查制度》要求纳入统计范围。

2.设有独立的软件和信息服务研发

部门或机构,组织体系健全,发展规划明

确,具有较为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

件,符合有关版权规定。

3.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三年内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二)一般条件

1.申报基础软件、研发设计类工业

软件、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信息安全软

件、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近两个年度企

业相关领域软件业务收入均不低于2000
万元,其他领域不低于5000万元。

2.近两个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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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销售 (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均不低

于7%。

3.企业在申报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

实力,近三年内,新增相关的软件著作权

登记不少于10项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

记不少于3项,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取

得发明专利 (已授权)不少于1项;获得

不少于1个国家级或3个省级软件领域优

秀成果。

4.企业拥有CCRC (信息安全服务

资质认证)、CSMM/CMM/CMMI(能力

成熟度模型)、ITSS (信息技术服务标

准)、DCMM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

型)、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

准)、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标准)等资质之一,或拥有省级及以上瞪

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独角兽等荣誉

之一。

5.企业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

遣、聘用关系的月平均职工人数达50人

及以上,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月平

均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

例不低于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

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

(三)其他情况

申报企业符合基础条件且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可不受一般条件约束。

1.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

2.近三年企业 (非个人)获得软件

领域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或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及以上。

3.国内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

北交所、香港股市上市的软件企业。

4.拥有国家认定的软件领域重点实

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产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

5.拥有国家层面认可的信创产品。

6.拥有软件领域的院士、长江学者

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或者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泰山学者等省级高层次人才担任技术

带头人,实际工作满两年以上。

7.近三年年均服务软件企业10家以

上,且产品 (含解决方案)20个以上的

信创产业适配中心。

8.近三年作为主要单位承担软件领

域国家级重大项目。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则上每

年组织一次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认定工

作,具体事项依据当年下发的通知要求办

理。

第八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提

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推荐上报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

第九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

对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申请材料进行评审,

经公示后公布认定名单。

第四章 管理考核

第十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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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三年的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进行考核

评价,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第十一条 中心所在企业发生更名、

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

6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及相关证明

材料通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报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变更。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

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资格:

(一)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二)未按要求报送评价材料;

(三)提供虚假信息;

(四)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

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五)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第十三条 被撤销资格的,自撤销之

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省级软件工程技术

中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加强对

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的指导服务,在推荐

对接国家软件工程、首版次高端软件认定

推广、产业链上下游对接合作、产学研协

同创新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各市对省级

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给予相应的资金政

策扶持。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6月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4月30日。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负责解释。

(2022年4月18日印发)

SDPR-2022-0180001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修改 《山东省水利厅
行政许可专家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的通知

鲁水规字 〔2022〕1号

各市水利 (水务)局,厅机关有关处室,

厅直属有关单位:

按照 《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暂

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厅对 《山东省水

利厅行政许可专家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进

行了评估,决定对部分内容予以修改。

将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许可

工作质量,规范行政许可专家评审管理工

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山东省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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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厅实际,制定

本办法。”修改为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

行政许可工作质量,规范行政许可专家评

审管理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厅实际,制定本办法。”

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自

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件:《山东省水利厅行政许可专家

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山东省水利厅

2022年4月23日

(2022年4月23日印发)

注:本文附件详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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