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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山东工作简报 
 〔2022〕第 3期(总第 35 期) 

 

服务山东办公室、合作发展部         2022 年 9月 16 日 

一、工作动态 

（一）山东大学与济南市深化校地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8 月 12 日，济南市、山东大学校地合作座谈会在山东大

学中心校区举行。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济南

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海田，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校长

李术才出席会议。郭新立主持会议。济南市委副书记杨峰，

市委常委、副市长、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

宏志，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国强，副市长王桂英、任庆虎，

市政府秘书长王品木；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校党委

副书记张永兵、王君松、陈宏伟，副校长吴臻、易凡等出席

会议。与会人员就山东大学需济南市支持事项推进情况及进

一步深化校地合作进行了讨论。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地

合作，谋大事、干大事、成大事，携手并肩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二）山东大学与山东能源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8 月 31 日，山东大学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活动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党委

书记郭新立、校长李术才，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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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出席活动。山东能源集团总经理张宝才，工会主席岳宝

德，副总经理刘健，副总经理、总审计师茹刚，副总经理刘

强，总工程师孙希奎，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党委副

书记王君松参加活动。活动中，郭新立、李术才和李伟、张

宝才共同为“山东能源集团-山东大学”产业研究院揭牌，

刘健、王琪珑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党建工作、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

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国家全面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撑。 

（三）山东大学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签署合作协议 

7月 29日，山东大学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签署合作协议。

山东大学校长李术才，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宋

继宝出席签约活动。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主持活动，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姚云辉出席活动。活动

上，王琪珑和姚云辉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

在高校科研机构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前瞻性研究、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技术标准研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修复案

件办理、专业人才培养、关键技术研发与平台建设等六大方

面开展全面深入合作。 

（四）山东大学与国铁济南局、天桥区人民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7 月 29 日，山东大学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桥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在国铁济南局

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李术才，国铁济南局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新春，天桥区区长张庆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山东大学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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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王琪珑，国铁济南局总经理贯昌奉、党委副书记李翔

鹏、副总经理张利春、总会计师罗跃成等出席活动。活动上，

三方代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为“山东大学学生社会实

践基地”“山东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揭牌。根据协

议，三方将在人才培养与产教融合、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

管理咨询与品牌打造、资源共享与支撑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

合作。 

（五）山东大学与山东黄河河务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8 月 8 日，山东大学与山东黄河河务局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山东大学校长李术才，山东黄河河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群出席签约活动并致辞。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

山东黄河河务局一级巡视员崔节卫，党组成员、副局长尹学

辉，山东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效平出

席活动。山东大学校长助理、青岛校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邢

占军主持活动。活动上，李术才、李群、王琪珑、朱效平为

“山东黄河水沙研究中心”揭牌；王琪珑和崔节卫代表校局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推动党建共建、

建设特色智库、提供人才支撑、促进科研合作、共建科创平

台、加快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合作；三方代表签署

共建“山东黄河水沙研究中心”协议，根据协议，将围绕山

东黄河河务局业务需求和重大科技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六）山东大学与青岛地铁集团签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 

8 月 22 日，山东大学与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化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活动在青岛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李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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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君出席活动并致辞。山东

大学副校长、青岛校区校长韩圣浩，青岛地铁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王守慧、刘富华出席活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党工

委书记孔令栋主持活动。活动上，韩圣浩和王守慧代表双方

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

化、人才引育、管理咨询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全方位、

深层次合作，助力轨道交通产业升级发展，服务国家交通强

国战略。 

（七）山东大学—圣泉集团新材料与碳中和产业技术研究

院正式揭牌 

8 月 2 日，山东大学—圣泉集团新材料与碳中和产业技

术研究院揭牌活动在济南圣泉集团举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

长王琪珑，圣泉集团董事长唐一林、总裁唐地源等参加揭牌

活动。活动上，王琪珑与唐地源共同为研究院揭牌。研究院

是由山东大学和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化学与化

工学院联合共建的新材料、碳中和领域专业研究平台，旨在

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端化工产业发展，培养高端化工人才。 

（八）山东大学与中广核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8 月 19 日，山东大学与中广核集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活动在深圳举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中广

核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庞松涛出席活动并致辞。签约活

动上，中广核集团党委委员、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方春法与山

东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明星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管理创新等领域深化合作。 



5 

 

（九）校领导带队调研南方科技大学 

8 月 19 日，王琪珑一行赴南方科技大学调研，看望杰出

校友、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推动校际合作；会见了深

圳科创委相关负责人，推动校地合作；到深圳研究院听取工

作汇报，看望研究院全体员工，推动研究院转型发展；看望

大湾区部分校友代表，推进校友服务工作。 

（十）“潮起大湾区 奋进山大人”-“新校友• 心关爱”

山东大学深圳研究院入驻十周年暨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新校

友欢迎会系列活动举办 

8 月 20 日，“潮起大湾区 奋进山大人”-“新校友〃心

关爱”山东大学深圳研究院入驻十周年暨 2022 年新校友欢

迎会系列活动在深圳山东大厦举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

琪珑出席活动。山东大学校友会理事、山大深圳研究院副院

长傅杰主持会议。王琪珑为深圳研究院“校友之家”授牌并

致辞。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和技术转移促进中心副主任

陈蓉，山大深圳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山东商会会长王

立新，香港校友会副秘书长何捧捧，广东校友会常务副秘书

长、广东校友企业家俱乐部常务副秘书长吴方旭，新校友代

表、2022 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生、腾讯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实验室研究员盛嘉鹏分别代表各领域对研究院

入驻十周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会议上举行了《粤港澳

大湾区的山大人》新书发行仪式和智库专家聘任仪式，以《潮

起大湾区 奋进山大人》影片形式展示了研究院入驻十年来

的工作成绩和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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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山东大学和浪潮集团签订校企人才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 

8 月 10 日，山东大学与浪潮集团校企人才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签订活动在浪潮集团校地企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举行。山

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浪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邹庆

忠出席相关活动并致辞。山东省省管企业监事会主席杨少军，

山东人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卫中出席活动。活动期间，

浪潮集团牵头成立“浪潮集团校地企人才发展联盟”，并授

予山东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32 所高校校地企

人才发展联盟战略合作单位。活动上，校企双方代表签订人

才发展战略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科技成果转化、校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进一

步推进高校与企业合作共建和资源共享。 

（十二）山东大学长三角校友企业家联盟大会暨智能制

造行业校友分会发起成立仪式举行 

8 月 20 日，山东大学长三角校友企业联盟大会暨智能制

造行业校友分会发起成立仪式在苏州举行。山东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友会副会长王君松出席活动并致辞。会上王君松为

智能制造行业校友分会（筹）授牌、授旗。活动上，智能制

造领域专家学者与企业家进行主题对话，分享行业发展现状，

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地方校友组织代表就组织建设及特色活

动开展情况进行经验分享。在苏州期间，王君松到南湖梦孵

化管理有限公司、独墅联盟、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访

企拓岗”，并到山东大学苏州研究院进行了工作调研。 

（十三）校领导带队开展“访企拓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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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至 8月 1日，山东大学副校长、青岛校区校长、

前沿交叉科学青岛研究院院长韩圣浩一行赴苏州、泰兴等地，

实地走访校友企业、科技园区，与相关校友、泰兴有关负责

人深入交流，开展“访企拓岗”活动。 

（十四）济南市科学技术协会来山东大学座谈推动合作 

8 月 18 日，济南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贾文涛一行到

访山东大学，洽谈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山东大学副校长吴

臻出席并主持会议。吴臻介绍了山东大学的发展历史、优势

学科、学科布局和发展战略。贾文涛详细介绍了济南市科协

的总体情况和重点工作，并表明了对接合作意向。市科协一

行参观了山东大学科技馆。 

（十五）山东大学与蒙阴县共建“沂蒙山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研究中心” 

8 月 24 日，山东大学与蒙阴县联合共建“沂蒙山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蒙阴县举行。生态环境部

总工程师、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张波，生态环境

部水生态环境司综合处四级调研员信达，中国生态文明研究

与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青松，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党委

书记、主任刘国正，临沂市委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以及全

国各地 13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山东大学校长

助理、青岛校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邢占军与会致辞并揭牌。

校地双方签订《沂蒙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实践创新基地

合作共建协议》，联合建设生物多样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

站，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研究”，合力探索可复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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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切实为蒙阴打造全国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示范区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为全国生态资源富

集地区践行“两山”理念作出了示范。 

（十六）各教学科研单位积极推进服务山东工作 

7 月 28 日至 31 日，国际教育学院师生赴高青开展共建

活动，参加山东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及“青鸟驿站”共

建活动，并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德艺双修专题调研实践活动。 

8 月 3 日，经济学院与华福证券山东分公司共建学生实

践基地揭牌暨合作座谈会举行。 

8 月 3 日至 5 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一行赴济南开

展“访企拓岗”活动，围绕人才培养供需衔接、校地协同育

人体系搭建、科研项目合作、校政企地深度融合等工作与相

关单位进行了座谈。 

8 月 17 日，经济学院一行赴莱芜区开展合作调研。 

8 月 25 日上午，杭州拟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一行

来校参加“山东大学—RecurDyn数字化设计中心”成立挂牌

活动。 

8 月 25 日至 8 月 28 日，生命科学学院一行赴济南市走

访用人单位，就深化校企合作、开展科研交流、优化人才培

养以及促进毕业生就业与单位进行了深入交流。 

二、典型案例 

山东大学与潍坊综合保税区合作共建潍坊跨境贸易（电

商）产业研究院 

9 月 1 日，山东大学潍坊综合保税区跨境贸易（电商）

产业研究院合作共建签约活动成功举办。山东大学潍坊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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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电商）产业研究院是山东大学与潍坊综合保税区合作

共建的非实体科研机构，该机构为潍坊综合保税区独立注册

的潍坊跨境贸易（电商）产业研究院（法人实体机构）提供

学术服务和保障。双方通过合作，利用政府产业、资金和学

校人才、科研等优势，潍坊综合保税区支持山东大学相关学

科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在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的地位；山

东大学支持潍坊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打造区域性跨境贸易

（电商）产业发展高地。根据协议，由潍坊综保区投入研究

经费 1000 万元人民币，积极推动企业、行业协会等成为研

究院会员单位作为产业研究的重要支撑；山东大学积极组织

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领域专家、高端人才成为研究

院会员单位或合作专家，不断提高研究实力和层次。依托山

东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力量建设，围绕产业政策研究、行业标

准建立、外贸企业服务、对外合作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展

开工作。研究院是山东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探索校地合作，

推进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深化政产学研用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的发力之作，是管理学院发挥学科优势、整合多方资源、

服务社会的有益尝试。 

 

 

 

联系方式：0531-88366090，fwsd@sdu.edu.cn 

主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协办公厅，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党委、
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