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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7月22日讯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长春 刘慧 张晨光)

18日上午，汶上县“三农

云”智慧服务平台暨“智慧

农业”、“智慧旅游”、“智慧

职教”、“文明汶上”、“数字

文化”、“广电三农在线”、

“山东有线云电视”首批项

目电视端、移动端集中上

线。

“三农云”智慧服务平

台是汶上县2018年政府为

民所办十件实事之一，是

助力乡村振兴、信息服务

“三农”方面强力打造的智

慧云平台。目前，汶上县各

级部门上下互动、配套联

动，打造了1个县级“三农

云”智慧平台，并免费为2

万户农户安装新型互联网

功能电视机顶盒，把“文明

汶上”、“智慧农业”、“智慧

职教”、“数字文化”、“智慧

旅游”、“三农在线”、“云电

视”等一揽子服务推上云

端，把信息服务三农、让科

技惠及乡村、用智慧改变

生活。

如今，“三农云”服务

平台覆盖了最新最全的

农业分类信息，充分利用

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

成应用，为农民群众、农

民生产生活、农业农村提

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

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

境，从而形成基于信息

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

务。不仅可为用户提供精

准农业气象指导、农事指

导建议、农产品价格分

析、农产品商务对接、行

业交流等服务，还可以为

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大数

据，对三农产业进行精准

化服务。

本报济宁7月22日讯 (记者
马辉 于伟 通讯员 吴玉

华 ) 美国时间7月19日，美国
《财富》杂志公布最新一期世界
五百强榜单，兖矿集团以营收
294 . 74亿美元荣登榜单第399
位。从籍籍无名到行业第一，从
第一方阵到二流水平，再从青萍
之末跻身世界五百强，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兖矿集团发展跌宕起
伏，特别是2013年以来，兖矿集
团用5年时间超越过去40年的发
展水平。

数据显示，2014—2016年，
兖矿煤炭产量、营业收入、资产
总 额 分 别 比 2 0 1 3 年 增 长
35 . 59%、35 . 93%和22 . 43%；
2017年，通过收购全球顶级煤炭
资源，实现煤炭产量1 . 35亿吨，
进入中国前五、世界前七，也促
成了附属兖煤澳洲公司成为澳
大利亚最大的专营煤炭运营商，
实现营业收入1992亿元；2018年
1-5月份，实现煤炭产量6437万
吨，同比增长 4 5%；利润总额

28 . 11亿元，同比增长156%。
2014年3月6日始，经过调

整、竞聘等程序，历时半月，兖矿
“史上规模最大”的机关机构改
革完成，48个部门减少为28个，
867名机关人员缩减至538人，处
级干部减四成，更多人员分流至
外埠、一线。次年，兖矿再次进行
机构改革，专业公司、矿处级单
位机构减少40%，管理人员减少
30%。

2014年，兖矿共开展4次集
中民主评价，对未通过项目的42
名责任人进行了追究；实行大宗
物资集中采购、竞争性谈判，清
理中间供应商5600多家，采购销
售“两头见市场”，物资采购价格
同比降低15%，节约资金近18亿
元。此后，兖矿每季度都要进行
一次民主评价。

2016年，兖矿资本运作涉及
金额200多亿元，在煤炭行业普
遍低迷亏损的情况下，兖矿在实
体产业的资本运作，延伸了煤炭
产业链，也加快了产业资本和金

融资本互融互促，跨界融合。
2017年，兖矿资本运营加快

构建产融财团整体框架，资产管
理规模达到800亿元，投资增值
40亿元。参股临商银行、准东铁
路、榆树湾煤矿等项目都取得实
质性进展……至此，兖矿搭建起
上海、北京、深圳、青岛“四位一
体”金融投资产业平台。

“进入世界五百强，只是一
个新的起点。”兖矿集团董事长
李希勇说，兖矿集团在党的十九
大精神指引下，在山东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将始终聚焦能源战
略和煤炭行业转型升级，打造成
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

机关机构改革、跨界资本运作，5年超越过去40年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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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山东(济宁)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场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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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更多内容。

百余所院校入场
高招会现场火爆

“选专业要注意哪些问

题？”“我们这个分数适不适合

报咱们学校？”“3+2分段培养

的专业有哪些？分数有多高？”

当日上午8时许，济宁体育中

心内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和考

生们一早就来到了现场，向招

办负责人咨询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在现场看到，来自115所院校

的招生负责人为考生提供专

业填报咨询。其中，既有青岛

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历山

学院、济宁学院等本科院校的

老师，也有来自山东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等专业

院校的老师。此外，十余所留

学机构也参与了本场招生咨

询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

务。此次“高招会”层次全，满

足了不同类型考生的需求。高

招会从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下

午3点，整个过程现场十分火

爆。

记者采访中获悉，很多

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学校咨询

时并不盲目，大部分学生会

在与家长讨论后才做出最后

的决定。在前来咨询的学生

中，成绩大多从 2 0 0多分至
400多分不等，一些学生甚至

对部分高校提前做了了解，

已经明确了要选择的学校。

此次前来咨询是为了更深入

了解学校录取分数线、专业

的就业前景、学校位置等信

息。

“我是在微信得知今天这

里要举办‘高招会’的，所以想

具体了解自己的分数能报什

么专业，能不能被自己中意的

学校录取。”毕业于济宁高新

区高级中学的李玉爽告诉记

者。

3+2专本连读
成现场咨询热点

“孩子高考成绩412分，报

你们学校行不行？”高招会现

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招

办老师问出一连串的专业问

题，不禁引起了身旁很多人的

关注。

“高招会我已经连续来了

三年，该问什么问题我心里早

就有数啦！”81的丁爷爷一边

整理着手中的招生简章，一

边仔细做着标记。他说，通过

高招会，自己已经把三个孙

子顺利送入了大学，如今就

差这个最小的孙女了。等将

她也送入大学后，自己的任

务就圆满完成了！“孙女平时

成绩都能达到本科线，但是

高考时由于生病发挥失常，

只考了412分。”当被问及是

否会选择让孩子复读时，丁

爷爷说，自己和孩子的父母

都不希望她复读。他们的初

步意向是选择一个专升本或

者3+2专本连读的学校，将来

也能拿到本科文凭。

与丁爷爷想法不谋而合

的还有考生的姐姐张女士。

“我想让妹妹选择一所专科生

的本科院校，无论是学习氛

围、学术氛围、师资力量，对比

一些普通专科院校更有保障，

专科学业完成后参加全省专

升本统一考试，升学率高。”张

女士表示，自己当年高考完就

是通过专升本继续求学，如今

又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已经上

研一了。

“毕业后出来找工作还是

要看学历，能取得本科学历求

之不得啊！”家长革女士说，她

的儿子是理科生，考了425分。

尽管离本科线有一段距离，她

还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拿到本

科文凭。“要么自考专升本，要

么3+2专本连读。”葛女士一路

咨询下来，从100多张招生简

章挑选出10余所有意向的学

校，供儿子选择。

高就业率专业
备受家长学生青睐

“选择专业最终目的就是

让孩子好就业。”家长常先生

的女儿高考成绩为342分，刚

刚超出艺术生本科线。“好的

本科学校考不上，还不如选一

个好专业的专科学校，找个好

工作才是最终目的。”常先生

表示，通过现场咨询，想让女

儿选择齐鲁医药学院的护理

学、临床医学或者新开设的针

灸、推拿专业，毕业后除了进

医院外，还可以选择到一些医

疗康复机构工作。

“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是

好不好就业，比较倾向医学

类、学前教育、计算机等实用

型专业。”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招生办负责人黄吉庆介绍，此

外，中外合资的一些专业也深

受家长和学生青睐。

在“高招会”现场，慕名而

来的家长和学生不占少数。

“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了解山东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被称为

专科院校中的‘小清华’。”学

生小王拿着学校招生简章激

动的说。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摊位前记者观察到，近50
余人将小小摊位包裹得严严

实实。

“我们一共带来1000份
左右的招生简章，一上午全

部被拿光了，四名咨询人员

根本都忙不过来。”山东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负责人许岩告诉记者，学生

及家长大部分都是奔着学校

名气来咨询报名的，问的最

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分数能

不能上你们学校”，家长和学

生纷纷表示，不管什么专业，

只要能上这学校就可以。据

了解，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共开设了以应用型为主的
70多类专业，如会计、空中乘

务、烹调工艺与营养、电子商

务等专业，通过校企合作直

接就业，就业率大，深受学生

及家长认可。

本报见习记者 周惠娇 褚思雨

22日，2018山东(济宁)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场在济宁体育中心举办，115所省内外院校招生负
责人齐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现场，“3+2”分段培养、如何选专业等问题成为家长和考
生们咨询的热点。

高考招生咨询会上人气鼎沸。 本报记者 张清直 摄

汶上“三农云”：

村村民民在在家家点点点点手手机机

三三农农信信息息一一目目了了然然


	H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