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石岛岛湾湾核核电电站站22001177年年建建成成发发电电
位于威海荣成，14日前向公众征求环评建议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
者 李虎） 华能山东石岛
湾核电厂近日发布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运行阶段)，该工程正
处于运行许可证申请阶段，
计划2017年建成发电。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厂
址位于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
东钱家村东南部，东临黄海。厂
址 北 西 距 荣 成 市 约 2 4 k m

（NNW）、距威海市约72km
（NW）。厂址中心的地理坐标为
东经122°30′，北纬36°58′。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采用我国自主研发、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温气冷堆核
电机组。高温气冷堆是国际
公认的新一代先进核反应
堆，其主要特点是固有安全
性能好、热效率高、系统简
单。我国的高温气冷堆研究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目
前已成功建成和运行10MW
高温气冷实验堆，并完成了
多项安全性验证工作。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
工程将建设两座单堆热功率
为250MWt的球床模块式高
温 气 冷 堆 ，带 一 台 功 率 为
2 0 0MW e级的汽轮发电机
组，工程已作为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工程被列入《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2006—2020 )》。经国务
院以及环境保护部等部门批
准，本工程已于2012年12月
开工建设，计划2017年建成
发电。

根据《核电厂环境影响
报 告 书 的 内 容 和 格 式 》

（NEPA-RG1）的相关要求，
本阶段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
在于：根据华能石岛湾核电
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
程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其中
关于保护环境设施的建造性
能、质量、指标和效果，以及
那些在申请建造许可证时尚
未完成但按照规定本阶段必
须完成的工作成果和现在的
环境状况，来评价核电厂运
行后的环境影响。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传
真、书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
位提出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公告征求公众意见
截止时间为8月14日。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
限公司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清
华大学各出资47 . 5%、32 . 5%
和20%，于2007年1月组建，负
责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的建设与运营管理。

有有岗岗位位年年薪薪2200万万，，应应者者却却不不多多
济南聘任制公务员招聘要求挺高，报名者多“不够格”

山东现有两座

核电站在建

多省试行聘任制

最高年薪30万

青岛已连续两年面向社会招聘
聘任制公务员，作为对现行公务员
制度的补充。从两次公务员招聘简
章可看到，其岗位要求均较高。

2014年首次招聘的聘任制公务
员岗位，涉及蓝色经济和产业发展、
投融资管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
专业领域，属于较高层次专业人才。

最终，12个招聘职位的报名人
数为193人，其中通过资格审核的40
人，涉及10个招聘职位，有两个招聘
职位没有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职
位取消。

今年青岛市的招聘单位以市级
机关为主，招聘职位的专业化特点
更加突出，重点向当前青岛机关急
需的高层次紧缺人才倾斜。

而在报名方面，则和去年出现
了同样情况：“不火热”。多个职位因
无人通过资格审核，职位取消。不
过，这在招聘主管单位眼里早已预
料到。“这并非面向社会全面招考，
仅仅招考有丰富经验的高水平人
员。”青岛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不少报名者比较关注合同期满
后的出路问题。青岛市规定:“聘任
合同期满，双方协商同意并报市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用人单位可
重新签订聘任合同。”

据媒体报道，自2007年深圳和
上海浦东作为人社部批准试点首批
试水公务员聘任制以来，江苏、河
南、福建、湖北等多省都陆续推开了
试点工作 ,然而争议却从未停止。

“30万年薪”“全员聘任”“零淘汰”等
话题既吸引了公众的关注，也考问
着公务员聘任制的效果与出路。

科学合理推行公务员聘任制，
应当重点深化三个认识：第一，宜针
对部分特殊专业岗位而不必全员推
行；第二，应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第三，聘任制不能“包治百病”。解决
我国公务员体制活力不足、效率低
下等问题，同时切实发挥“聘任制”
的效用，要从深化公务员分类管理、
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等方
面着力。 本报记者 李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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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小时，两个人晃晃悠悠来报名
“刚刚还有1个报名的，

报的是综合交通高级职员的
岗位。”济南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报名从7月20日一
直持续到8月10日，直到报名
截止前1小时，仍有2个“踩着
点”报名的。

此 前 ，济 南 市 委 组 织
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发布招聘公告，济南市将
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4名
聘任制公务员。此次聘任制
公务员职位分别是：济南市
发改委综合交通高级职员1

名、发展规划研究高级职员
1名，济南市商务局项目促
进高级职员2名。

持续21天的报名，聘任
制公务员是否像“公考”一
样延续热度？“发改委有1 1
人报名，交通岗位和规划研
究岗位都有人报名，但总体
报 名 人 数 并 没 有 达 到 预
期。”10日，济南市发改委负
责报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原
则上过了截止时间就不再
接受报名。

除济南市发改委，今年

济南市商务局也计划招聘2
名聘任制公务员。“报名人数
暂时不能确定，因为后期需
要审核才能确定最终人数。”
济南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表
示，刚开始报名时咨询者比
较多，主要是询问岗位要求，
后期基本上没有了。

“作为济南市首次试水
公务员多元招聘渠道，这次
探索聘任制公务员，从报名
人数来看，并不理想。”济南
市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也
证实。

招聘注重实用性，五年工作经验成拦路虎
每年公务员招聘时都

会 出 现“ 千 军 万 马 挤 独 木
桥”的场景，为什么聘任制
公务员会如此“冷清”？济南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聘任制公务员，很多人
存在误解。与每年普通公务
员招考不同，聘任制公务员
在专业、学历、工作经验上
要求高，主要面向的是有丰
富工作经验的高端人才，而
他们收到的很多简历都是
无效的。

从济南市聘任制公务
员招聘公告来看，对报名者
要求很“高大上”。例如，济
南市商务局招聘的项目促
进高级职员要求以下工作
经验得满足一条：曾担任知
名大中型企业市场营销总

监或主管；曾在知名企业化
运营园区担任招商主管或
招商负责人；曾在知名投资
咨询、市场调研、证券投资
等中介机构担任投资主管
及以上；曾在知名国际投资
促进机构、国际组织、海外
有关组织驻中国办事处工
作 ；曾 在 国 家 级 经 济 开 发
区、国家级高新区（驻地城
市须为地级市以上）从事招
商引资工作5年以上。

“从所学专业、从业经
历方面，就已经筛选掉了不
少咨询者。很多人学历、学
位没问题，但是5年的从业
经历不符合条件。此次招聘
的公务员更注重实用性。”
济南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表 示 ，聘 任 制 公 务 员 要 求

“来之能战”。
报名“遇冷”，也并非完

全意料之外。“虽然报名人
数不多，但最初也考虑到了
可能会出现报名较冷清的
情况。”济南市公务员局相
关负责人解释，之前考察了
青岛以及外省市的经验做
法，聘任制公务员的报名人
数不会像公务员考录那样，
达到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
情况。聘任制公务员注重高
端、专业，这种高端人才基
本已经有不错的工作单位，
让他们放弃原有的工作到
公务员队伍的话，需要勇气
和权衡。而据了解，某岗位
聘任制公务员的年薪尽管
接近20万，但仍然显得缺乏

“竞争力”。

“招2名职员，前前后后加起来只有11个人报名。”10日，济南市发
改委招聘聘任制公务员报名情况“并不理想”。今年济南市首次面向
全国试水招聘4名聘任制公务员，10日16时报名截止时，各职位报名情
况却略显“冷清”。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根据招聘公告，对报名人
数与招聘职位计划比例未达到
5:1的职位，将组成专家测评小
组，从资格审查合格的应聘者
以及有关单位推荐的人选中直
接选聘产生。专家测评小组认
为应聘者均不符合招聘职位条
件的，取消该招聘计划。

据了解，审核将由招聘单
位依据所设置的资格条件进
行，主要核实应聘者是否符合
规定的资格条件，确认其报名
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
实、准确。

审查通过后，将进行考试
测评。考试测评，分为笔试、面
试、综合评价3个环节。

其中，笔试主要测试应聘
者胜任招聘职位应具备的理论
知识和工作技能，满分100分。
面试主要测试应聘者的专业知
识、能力素质、个性特征以及与
招聘职位的匹配度等，满分100

分。面试人选根据笔试成绩由
高分到低分顺序依次确定，进
入面试人数与招聘职位计划的
比例为3:1。综合评价由招聘单
位根据应聘者的学历学位、专
业、工作履历和业绩等进行综
合评价，满分100分。

考试测评结束后，按照笔
试成绩、面试成绩、综合评价成
绩分别占30%、30%、40%的比
例，采用百分制计算出总成绩。

经过公示和审批后，应聘
者与招聘单位签订聘任合同，
确定聘任关系，明确聘任期内
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工作任
务以及相应待遇等。按照国家
政策，聘任制公务员的合同期
限为1至5年，试用期为1至6个
月。

下下一一步步将将审审核核材材料料

被被录录取取要要过过三三关关

按照国家核电中长期规划，到
2020年，我国将建成5800万千瓦核电
装机容量，现有3000万千瓦在建。目
前我省在建核电机组共3台，包括石
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以及海阳
核电1、2号机组，在建核电装机容量
达270万千瓦。

相关资料显示，石岛湾核电站
一期工程建设1×20万千瓦级高温
气冷堆核电机组，计划2017年建成
发电，远期规划容量将达到900万千
瓦，项目总投资约1500亿元，建设周
期长达20年。

8月4日，建设中的海阳核电站2

号机组钢制安全壳顶封头顺利吊装
就位，2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内部核岛
土建施工基本完成，1、2号机组目前
进入移交调试高峰阶段。海阳核电
项目一期工程投入运营后，年发电
量将达175亿千瓦时。

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控股的海
阳核电是我省第一个进入实质程序
的核电项目。海阳核电站规划建设6

台百万千瓦压水堆机组，已于2009

年9月开工。
本报记者 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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