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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龚正正任任山山东东省省委委副副书书记记
因年龄原因，王军民卸任

龚正简历

男，1960年3月生，汉族，江苏
苏州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5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
生学历。

1978 . 10-1982 . 08 北京对外
贸易学院对外贸易管理系海关管
理专业学习

1982 . 08-1986 . 03 海关总署货
运监管司货运监管处干部

1986 . 03-1986 . 08 海关总署
货运监管司货运监管处副处长

1986 . 08-1989 . 05 海关总署
办公室秘书处副处级秘书（其间：
1987 . 01-1987 . 12 美国金门大学
洛杉矶税收管理学院税收管理专
业进修）

1989 . 05-1993 . 01 海关总署
署长办公室正处级秘书

1993 . 01-1996 . 01 天津海关
副关长、党组成员（1995 . 08明确
为副厅局级）

1996 . 01-1997 . 04 全国海关
信息管理中心筹备办公室副主任

1997 . 04-1998 . 09 海关总署
业务规范司副司长兼信息化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94 . 06
-1997 . 0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8 . 09-2001 . 02 海关总署
政策法规司司长（其间：2000 . 03-
2001 . 01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1 . 02-2003 . 03 深圳海关
关长、党组书记

2003 . 03-2008 . 12 海关总
署副署长、党组成员，海关副总
监（ 2 0 0 3 . 0 9授予）（ 2 0 0 1 . 0 9 -
2004 . 12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

财政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
士学位；2004 . 09-2004 . 11 中央
党校第36期省部级干部进修一班
学习）

2008 . 12-2012 . 06 浙江省副
省长、党组成员

2012 . 06-2013 . 09 中共浙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
组副书记

2013 . 09-2015 . 08 中共浙江
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2015 . 08—山东省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

据杭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德德大大铁铁路路
有有望望99月月通通车车
未来东营等地动车直通京沪

本报德州8月11日讯（记者
宋磊） 经过近一年的施工，

11日13时左右，德大铁路首座
110KV牵引变电所送电成功，
其余5座牵引变电所将在之后
陆续送电，为下一步德大铁路
联调联试奠定了基础，这标志
着德大铁路实现全面通车取得
突破性进展。据悉，德大铁路将
于9月20日具备开通条件，届时
或将开通客运列车。

德大铁路正线全长255 . 6

公里，是山东省“四纵四横”铁
路网中最北的“一横”德龙烟
铁路的一部分，德大铁路与大
莱龙铁路、龙烟铁路共同构成
了被誉为我省“第二条胶济铁
路”的德龙烟铁路。

德大铁路自德州市黄河
涯站引出，途经德州、济南、滨
州、东营、潍坊等地，沿线共设
23个车站，东至大家洼与大莱
龙铁路相接，按一级铁路等级
设计，规划输送能力为每年

4000多万吨货物、每日10对客
车，该铁路按近期单线、远期
双线设计，近期目标速度为
160公里/小时，远期目标速度
为200公里/小时。

未来，德大铁路将通过大
莱龙铁路与龙烟铁路、海(天)
青(岛)铁路相连。届时，将形成
西接京沪铁路，东到烟台、青
岛的铁路大动脉，沿线的东营
等地将有望开通到天津、北
京、太原、济南、南京、上海、烟

台、青岛等地的旅客列车。
据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未来大莱龙铁路也将进行
双线改造，使其技术标准与德大
铁路、龙烟铁路达到一致，达到
国铁I级、电气化的设计标准和
客货兼顾的功能定位。德龙烟铁
路全线贯通以后，列车的最快运
行时速可达200公里，具备开行
动车组条件。届时，列车运行速
度更快，车次更多，沿线旅客出
行将更加便利。

济济青青高高铁铁正正式式动动工工，，22001188年年通通车车
届时济南到青岛仅需１小时

国企老总不胜任

只能拿基本年薪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高
扩） 从明年起，山东省省管企业负
责人年度或任期考核评价不胜任
的，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
收入。记者11日从省人社厅获悉，山
东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将
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规定，
当年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未增
长的，企业负责人的绩效年薪不得
增长。

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表示，改革首先要合理确定薪
酬结构和水平。根据改革方
案，我省省管企业负责人的薪
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
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
具体说，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

省管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
倍数确定，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
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基本年薪
的一定倍数内确定，任期激励收入
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
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一定比例
内确定。

上述负责人强调，为加强综合
考核评价的约束作用，合理调整企
业内部的分配关系，规定企业负责
人年度或任期考核评价不胜任的，
不得领取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
入。当年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未增长的，企业负责人的绩效年薪
不得增长。

因而，改革的顺利实施离不开
完善的考核评价办法。对此，改革方
案建立了一套综合考核评价制度，
将目前薪酬管理中对省管企业负责
人重点考核生产经营业绩调整为坚
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对
省管企业负责人履职情况进行全面
综合考核评价。一方面要加强对省
管企业负责人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
分类考核，根据企业功能性质定位
突出不同考核重点，另一方面，加强
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等情况的
考核评价。

为让改革充分落到实处，我省
还对省管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支付和
管理进行了规定：省管企业负责人
薪酬按照薪酬审核部门核定的薪酬
方案支付；基本年薪按月支付；按照
先考核后兑现的原则，绩效年薪按
考核年度一次性兑现，任期激励收
入可实行延期支付办法。

同时，改革方案明确建立追索
扣回制度。省管企业负责人不得在
兼职企业（单位）领取工资、奖金、津
贴等任何形式的报酬；省管企业负
责人不得在国家和省规定之外领取
由各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发放的奖金
及实物奖励。

技术人员在送电前做最后调试检测。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龚正同志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因年龄原因，王军民
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 （据山东新闻联播）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宋磊） 记者从
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获悉，8月11日，济青高铁
首个控制性工程——— 青阳隧道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标志着济青高铁进入实质建设阶段。按照计
划，今年下半年济青高铁将全面开工建设，争取
2018年建成通车。

11日上午，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
在邹平主持召开济青高铁青阳隧道工程现场会。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济青高铁先期开工段全长
11 . 98公里，包括青阳隧道10 . 1公里，路基1 . 88
公里，总投资8 . 6亿元，工程预计2018年5月竣
工，建设工期为34个月。

济青高铁是我国铁路建设投融资改革以来，
全国第一条以地方投资为主建设的国家高速干
线铁路，估算总投资约600亿元，建设工期4年。根
据相关方案，济青高铁项目将积极争取国内各类
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投资
参股，占比20%左右；吸引淡马锡公司等国际知
名财团参与投资，争取利用外资比例20%左右。

济青高铁是国家“四纵四横”高铁网络，太原
至青岛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联济南枢纽，与
京沪高速铁路和石济、石太等客运专线相连，可
形成山东半岛到京津冀、东北方向和山东半岛区
中原城市群、长三角的快速客运通道；东接青岛
枢纽，与青荣城际、青连铁路等衔接，构成了连接
济南、青岛间多个中心城市和通达山东沿海烟
台、威海、日照各中心城市的快速客运主通道。

济青高铁是山东快速铁路网中的“脊梁骨”
项目，自石济客专济南东客站引出，沿既有胶济
铁路北侧向东经邹平、淄博、青州、高密、胶州至
青岛，引入青岛枢纽红岛站。自西向东依此设置
济南东、邹平南、淄博北、青州北、潍坊北、高密
北、胶州北、青岛机场站、红岛等九个车站，其中
济南东和红岛站为始发车站，全长约307公里，设
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济南青岛之间将实现1
小时高铁直达。未来通过与青荣城际铁路、青连
铁路等连接，济南到胶东半岛等地所需时间将更
短，济南至烟台、日照将仅需2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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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中铁隧
道集团工人在济青高铁
山东邹平段施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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