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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4 月 15 日，由泰安日报
社、泰山长安人文纪念园和泰山名
人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泰山长
安杯”第十届清明有奖征文活动共
收到省内外来稿千余篇，经过评委
认真评选，有 8 篇作品分获一二三
等奖，10 篇作品获得优秀奖。本次
征文文稿质量高，紧扣主题，时代
性强，内容详实，大家围绕主题创
作了一批因不能现场祭扫而以多
种形式缅怀亲人、缅怀老师、抒发
亲情的优秀作品，具体获奖名单
如下：

一等奖1名：
《我们的节日——清明》作者：

武添翼
二等奖3名：

《父亲的拐杖》作者：常跃
《清明时节亲情浓》作者：张

桂菊
《云端——写在慈母十九年

祭》作者：马红霞

三等奖4名:
《父亲的三轮车》作者：李云峰
《不想回忆母亲》作者：丁晓明
《父亲的眼神》作者：赵学法
《思念》作者：张虹
优秀奖10名：

《新农村，古风犹存》作者：赵
家栋

《怀念父亲》作者：丛林
《怀念爷爷》作者：王相斌
《怀念》作者：吕芸芳
《哀思如潮忆双亲》作者：张

桂云
《一碗面条》作者：董雪
《清明思母亲》作者：李加强
《爷爷奶奶的老照片》作者：

逯凯
《奶奶，您在他乡还好吗？》作

者：吴亚男
《四月，宜思念》作者：杨蕾
（因疫情原因评选推迟，敬请

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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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长安杯”清明有奖征文评选揭晓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
者 于文静）据农业农村部29日
消息，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
收全面展开。截至28日，全国已
收获冬小麦面积3798万亩，日机
收面积678万亩，四川麦收进入
尾声，湖北进度过八成，河南、安
徽进入集中收获期、进度过一成，
江苏、陕西、山西等省陆续开镰。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统筹抓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三夏”生
产，抢前抓早做好小麦机收逐村
逐地块供需对接和应急抢收、机
收减损等各项准备，会同卫生健
康、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等部门单
位成立工作专班，采取措施坚决
打通可能影响麦收的堵点卡点，
保障夏收人员和机具畅通无阻，
确保各地麦收有机可用、有油可
加、有件能换、有人能干，不误农
时、颗粒归仓。

据了解，截至目前，各地已开

设农机转运绿色通道2600余条，
在跨区转移沿线设置机收接待服
务站、机具集中停靠点 2500 多
个，积极提供“送检下田”“送油到
村”服务，为机手提供通行、防疫、
生活便利，确保联合收割机和机
手作业畅通。

农业农村部推动河南等8个
小麦主产省签订了黄淮海地区农
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
议，各地已组建5400多个应急抢
收队，确保有效应对疫情管控、阴
雨灾害天气可能导致的麦收困
难。各省市县已公布小麦机收保
障热线电话900多个，麦收期间
将24小时专班值守，帮助机手和
农户解决问题。

据悉，农业农村部派出9个小
麦机收专项指导工作组，陆续下沉
河南、安徽、江苏等省麦收一线，密
切跟踪机收队伍行程，指导地方落
实优化保障服务措施，确保每块农
田麦熟有机收、收在适收期。

回想起一年前中标山东重工潍柴
集团“揭榜挂帅”项目、以普通工程师
的身份成为全新一代高端“国六”柴油
发动机产品开发团队负责人，36岁的
董朵仍有些激动。

“这是我参加工作10年来最重要
的转折点！要是论资历，我很难有这
样的机会。”董朵说，当潍柴集团打破
常规、面向全员组织竞标，她毅然参与
挑战。中标既是肯定也是压力，她带
着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团队，将
串行开发变为并行开发，提前7个月
完成任务。凭借出色的业绩，2021年
底，董朵被提拔为潍柴动力发动机研
究院中卡平台室副主任。

凭实力排座次、以业绩定薪酬，这
在山东重工集团已经成为硬规矩。近
年来，这家企业以“三项制度”改革为
抓手，持续深化“干部能上能下、员工
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的常态化管

理体系，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的选人用人机制，干事创业生态不
断优化。

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谭旭光介
绍，在干部使用上，集团采用“公开竞
聘+挑战现任”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竞聘条件网上发布、评委现场打分、
成绩当场公布”的“三公开”。权属企
业潍柴集团分批次实施全体干部公开
竞聘上岗，干部平均年龄降低到38.89
岁；权属企业中国重汽集团2018年底
改革重组以来，领导干部由1597人精
减至1164人，“80后”占比由27.3%提
升到64.69%。

同时，山东重工强化考核刚性约
束，突出事业为上、业绩导向原则，实
现领导干部“下”的常态化。仅2020
年，集团就因考评优秀提拔干部66人
次；因考评不称职、不担当、不作为等
问题，490人次被降职、免职或转岗。

谭旭光说，“用实力说话”的干部能上
能下机制，已成为企业市场化、高效运
转的强劲动力。

在员工队伍活力的保持上，山东
重工提出“不养闲人、不养懒人、不养
享受型的人、不养能力差的人”，持续
完善全员绩效考核制度，将五级考评
结果与岗位调整、教育培训等挂钩。
员工连续两年或三年内累计两次考评
结果为“不称职”，且综合研判为不胜
任的，实施岗位调整或视情况依法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2021年，因考核不
称职被调整岗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的共有726人。

正向激励方面，山东重工针对各
类人员业务特点，分类设置了生产工
人班产量日工资机制、采购人员降成
本奖励机制、营销人员营销增量奖励
机制、研发人员科技创新奖励机制等
增量激励制度，使薪酬与业绩充分挂

钩，部分同岗位人员薪酬差异超过
4倍。

谁能干就让谁干。山东重工瞄准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潍柴
集团、中国重汽高管签署29个“军令
状”项目；同时，按照“竞争性强”“透明
性强”“目标性强”的原则，推出“揭榜
挂帅”机制公开招标，并设置标准化的
项目激励标准与规则：“军令状”项目
单项最高奖励2000万元，“揭榜挂帅”
项目单项最高700万元。两家权属企
业146名中标项目负责人中，包括董
朵在内的46人中标时只是一般科技
人员。

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激发了山
东重工集团干部员工的干事创业激
情，推动企业持续高质量高速发展。
2021年，集团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
元，利润总额超过200亿元。

新华社济南5月28日电

“三不”一体推进效能充分释放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山东深入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将惩治震慑、制度
约束、提高觉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

“1+1+1>3”的同频共振效应，充分发挥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敢腐
的震慑越来越强。

2月28日，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原董事杨庆堂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3月2日，威海市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市长周永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3月3日，省煤田地质局党委
书记、局长李关宾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网站相继
发布审查调查消息，持续释放有案必
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强烈信号。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加大国企、
金融、政法等领域反腐败力度，深化人
防、供销、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贪
腐分子，坚决追回藏匿天涯海角的外
逃人员，坚决清除群众身边的“蝇贪蚁

腐”。高压震慑下，许多犹豫观望的腐
败分子打消了“赌一把”的念头，向纪
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交代问题。

以务实之举约束权力，不能腐的
笼子越扎越牢。

“做实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
促治，持续深化标本兼治，通过推动健
全制度，切实扎牢不能腐的笼子。”省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在查
办马善军案件中，省纪委监委认真总
结梳理案件特点，结合其在担任县级
党政“一把手”期间暴露出的政商关系
亲而不清、违规经商办企业等突出问
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纪检监察建
议，推动发现问题与完善制度、促进治
理贯通起来，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

短板漏洞在哪里，腐败风险点在
哪里，就向哪里发力。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深入剖析案件查办过程中发现的
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有针对性制发纪
检监察建议，推动形成靠制度管权、管
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在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中，针
对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问题，
推动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等列入
省人大立法项目，督促修订完善山东

省地方粮食管理办法、山东省粮食收
购管理办法等监管制度。

在停车管理领域专项整治中，督促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8个省直部门制
定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从规划、管理、
立法、执法等方面解决停车难题。

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专项监督
中，针对发现问题，协助省委出台党政
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办法，推
动筑牢安全责任堤坝。

五年来，围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项目资金审批、招投标监管等方面，累
计提出纪检监察建议10955份，督促
有关地方和部门单位健全制度机制，
真正把治标成果转化为治本成效，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廉洁文化固本培元，不想腐的
堤坝越筑越牢。

4月初，省委办公厅印发《贯彻落
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
意见〉的若干措施》，制定8个方面22
条具体落实举措。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强化系统观念，充分发挥组织推动作
用，通过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统筹协调
机制，联合组织、宣传、妇联、文旅等部

门上下协同、联动推进，推动全省廉洁
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

用好用活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活
教材”，把“不敢”的典型案例转化为

“不想”的教育资源。省纪委监委深入
剖析陈先运、李勇、聂作坤、王永征等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制作警示教育片
30部，在省“两会”和省纪委全会播
放。编发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案例
汇编，分“一把手”、政法系统、金融领
域、医疗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等5个部
分，深刻剖析相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以廉洁文化浸润，厚植廉洁奉公
的文化土壤。省纪委监委制作发放党
员干部廉洁自律提示卡，在网站开设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专栏，统筹用
好各类资源，打造廉洁文化教育载体
和阵地，构建起多层级、分类别的廉洁
文化教育体系。将廉洁融入艺术创
作，精心打造《失却的银婚》《干娘》《手
镜》等优秀作品。强化家风教育，通过
举办“喜迎二十大 家和万事兴”齐鲁
好家风主题展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立家规、严家教、正家风，以好家风引
领好作风、涵养好政风。 据大众日报

山东重工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助推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记
者 李国利）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5月29日，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
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

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

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
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
工作。

神舟十四号船箭组合体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
全面展开

5月 29日，国内首台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
“扶摇号”从茂名广港码头拖航前往罗斗沙海域
进行示范应用（无人机照片）。

当日，国内首台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扶摇
号”在广东茂名广港码头拖航，将前往平均水深
达65米的广东湛江罗斗沙海域进行示范应用。

由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牵
头，联合相关单位自主研制的“扶摇号”浮式风电
机组浮体平台上配备6.2兆瓦抗台型I类风力发
电机组，在深远海应用场将依靠九个对称分布的
悬锚链系泊实现固定。 新华社发

“扶摇”直上
开启向海争风之旅

新华社加德满都5月29日电
（记者 易爱军）尼泊尔地方政府
官员29日说，一架搭载22人的客
机当天从尼中西部卡斯基县起飞
不久后失联，乘客包括数名外国人。

卡斯基县政府官员希瓦·普拉
萨德·里贾尔对新华社记者说，这
架隶属于尼泊尔塔拉航空公司的
客机于当地时间29日上午9时55
分从卡斯基县博克拉机场起飞，原

定于10时20分降落在尼泊尔木
斯塘县佐姆索姆，但飞机起飞几分
钟后与控制塔台失去联系。

里贾尔说，飞机上载有19名
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其中大多
数乘客为尼泊尔人，还有几名外
国人。外国乘客身份尚未公布。
他还说，尼泊尔相关部门已进入
警戒状态，尼民航官员正在研究
开展搜救行动。

尼泊尔一架
载有22人的客机失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