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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山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3 日

一、工作动态

（一）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孙立成到山东大

学进行调研并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6 月 18 日下午，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孙立成

到山东大学调研，在中心校区进行了座谈。校党委书记郭

新立主持座谈会，校长樊丽明作学校工作情况汇报。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峰，市委常委、秘书长蒋晓光；山东

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党委副书记张永兵、王君松，副

校长芦延华等出席座谈会。孙立成在发言时表示，济南市

将全力支持山东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加快龙山校区

(创新港)建设、打造“山大系”品牌，以务实的态度、创

新的举措共同打造“地方支持高校发展、高校助推地方建

设”的典范。樊丽明在发言时表示，山东大学将在全面落

实打造“山大系”品牌、服务济南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基

础上，突出重点、发挥优势，打造一批创新活力强、发展

前景大的重点项目和重大平台，全力支撑科创济南、智造

济南、文化济南、生态济南、康养济南的建设。

（二）山东大学与中铁五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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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上午，山东大学与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国中铁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宗言，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出席仪式并

讲话，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出席仪式并为张宗言颁发山东

大学兼职教授聘书，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与中铁五

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辉代表双方签署《山东大学-中铁五

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工程院院士、

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主持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

步细化合作内容，明确合作重点，在平台共建、科技研

发、设备共享、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推进，争

取尽快出成果、出成绩，为“交通强国”和“一带一路”

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赴青岛与青岛地铁有限公

司等世界 500 强、行业领军企业签署协议并进行座谈

6 月 11 日至 13 日，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一行赴青岛，

与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镭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走访调研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对学校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啤酒生物发酵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共建联合实验室进行揭牌。樊丽明在活动中表

示，山东大学将本着产教融合、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理念，着力与世界 500 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建

立长期、稳定、深入、全面的合作关系，促进教育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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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为国家和区域发展贡

献智慧与力量。

（四）两位山大人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5 月 30 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暨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会上揭晓了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名单并

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山东大学李术才、陈子江荣获全

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后，经中央批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

部、国务院国资委于 2017 年共同设立的又一重要科技奖

项。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者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创新

团队的杰出代表，是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突出贡献的

排头兵、领航者。

（五）山东大学与玲珑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深化合作座

谈会

6 月 16 日，玲珑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山东玲珑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锋一行到访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会见王锋一行。

双方就深化校企合作进行了座谈交流，表示将以玲珑集团

济南区域分部建设为契机，着眼未来和产业发展，在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共建平台、教育培训、医养健康等领域

强化合作，建立长期、稳定、深入、全面的合作关系，实

现科研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夯实玲珑集团行业领军企业

优势，助力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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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威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闫剑波一行到访山东

大学（威海）推动地校合作

5 月 27 日上午，威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闫剑波一行

到访山东大学（威海）推动地校合作。山东大学副校长、

威海校区校长刘建亚，威海校区党工委书记尹作升出席活

动。会上，双方就科研攻关、人才供给、需求对接等方面

进行深入交流。

（七）山东大学部署推进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智库

建设

6 月 3 日，山东大学召开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智库建

设工作会议，推进山东省精品旅游产业智库、新材料产业

协会、医养健康产业智库建设。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出席

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在组织领导、业务指导和经费

保障等方面加强支持智库建设，提高智库建设水平，主动

服务政府，帮助政府破解难题，彰显山大贡献，提高山大

的社会影响力。

（八）山东大学获批 2 项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研究专项

6 月 1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

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山东大

学“‘互联网+’背景下基层传染病防控能力评估与提升策

略”“应激科学视角下重大传染病应急医疗救援人员的健

康风险与防控实证研究”2 个项目获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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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东大学各附属医院与威海市立医院对接合作

签约仪式举行

6 月 13 日，山东大学各附属医院与威海市立医院对接

合作签约暨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威海举行。仪式上，各

方就加强校地合作，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研究型

医院建设，推动临床教学、科研创新、医疗技术及管理水

平向纵深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签署了消化、口腔、产科

等多个学科对接协议，并举办了威海市立医院干部培训班

开班仪式。

（十）山大二院 64 名专家做客“新华大健康”直播周

5 月 25 日至 29 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受邀做客新华社

CNC《新华大健康》栏目，为观众带来一场权威实用的健康

科普盛宴。周音视频并机直播平台观看量 2211.7 万人次，

单日最高播放量 476.7 万人次。此次共有 20 个科室的 64

名专家，每天早 8 点至晚 8 点，连续 12 个小时接力直播，

内容涉及 25 类与百姓健康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普及医学

知识的担当，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建设不断作

出新的贡献。

（十一）山东大学（威海）与威海市统计局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暨第四次经济普查课题合作研究协议签约活动举

行

6 月 1 日下午，山东大学（威海）、威海市统计局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暨第四次经济普查课题合作研究协议签约

活动在威海校区知行楼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深化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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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普查、统计大数据应用、智库团队建设、统计人才培

训、学生专业实践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为校地双方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

（十二）山东大学张超副教授撰写内参被省委宣传部

采用并上报中宣部

在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舆情信息约稿中，山东大

学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张超撰写的《对我省主流媒

体做好“新基建”解读引导和宣传工作的建议》内参报告

部分观点被省委宣传部舆情处采用并上报中宣部，2 篇针对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研究报告，其建议被中央电视

台外语频道全部采纳。

（十三）各教学科研单位积极推进服务山东工作

土建与水利学院联合世茂集团山东地区公司开展学涯

职涯指导课之“世茂讲堂”活动。数学学院赴山东能源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座谈。法学院项目组成功中标山

东省大数据局发布的《山东省大数据条例立法研究》项

目。中华美德教育学院赴山东高等电力专科学校开展工作

调研座谈会。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同山东恒晶新材料

有限公司签订《共建“超纯电子基础材料创新中心”的合

作协议》。县域发展研究院科研团队赴青岛市委政策研究

室调研交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赴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日照市海洋发展局、日照市生态环境执法支队、绿之

缘环境集团、碧水蓝天环保集团等单位开展调研活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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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研究院与青岛市第三批赴深圳体悟实训队签订战略合作

备忘录。苏州研究院与江苏省产研院对接合作并达成众多

产学研合作意向。新泰工业技术研究院指导委员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

行。

（十四）校企、校地对接概况

6 月 5 日，华为中央硬件工程院规划架设部鲁勇部长一

行到访学校，与集成攻关大平台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

6 月 10 日，兖矿集团副总工程师安满林一行到访山东

大学，就推动企校合作进行交流对接。

6 月 13 日，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一行赴山东省

银保监局对接合作。

6 月 17 日，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龚文东一行到访山

东大学进行调研。

6 月 18 日，济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拥华一行到

访山东大学进行座谈交流。

二、典型案例

学术创新促生新动能，企业发展推动新方向——山东

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支撑青岛镭视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发展

青岛镭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依托山东大学激光自倍

频晶体技术成立的高科技公司。2008 年，镭视光电与山东

大学签署激光自倍频晶体生长及器件技术的转让协议，在

国际上首次开展了功能复合晶体及器件批量化生产。《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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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激光自倍频制备技术及其小功率绿光激光器件商品化

应用》项目开发工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山东大

学完成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工作,在该项目理论指导下镭

视光电进行吸收消化再创新,首次实现了从材料设计到激光

器件的产业化，2012 年，由山东大学牵头，联合中科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青岛镭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到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2018 年，青岛镭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山

东大学签署了“一种黄光自倍频激光器”的专利使用权转

让协议，并开始了黄光激光器的批量化生产，成为国际唯

一可生产高集成黄光激光器的生产商。2019 年，受解放军

总医院（301 医院）激光科委托，山东大学与青岛镭视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了 510nm 青绿光高功率连续激光

器，满足了鲜红斑痣治疗的急需，并于 2019 年 11 月交付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使用，经测试达到使用要求，当

前已治疗鲜红斑痣患者 50 余人。

十年合作，成就了青岛镭视发展为国际上唯一可生产

激光自倍频激光模组的生产单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占

据小功率可见激光超过 40%的市场份额，是低功率可见激光

模组的主要技术路线之一；所开发的微型、宽温、低功耗

以及高稳定性绿光模组广泛应用于军事、科学研究、生物

医学、建筑装饰、测绘仪器、瞄准器具等领域，绿光指示

器模组、绿光激光笔、高性能 2.4G 无线翻页绿光笔等产

品，除满足国内需求外，出口到欧美国家和地区，受到客

户的广泛好评。



9

目前，山东大学晶体所激光自倍频研究团队正与镭视

光电合作开展激光照明、激光显示和激光基因检测用关键

激光芯片研究和生产技术。

主送：校领导
抄送：全校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