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9日讯 全省新闻战线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座谈会
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关于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活动的部署要求，总结交流活动开展
以来的情况，就深入持久地开展活动作出
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
康会前作重要批示。

姜异康在批示中指出，正在全国新闻
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是新闻界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的重大举措，是加强新闻队伍建
设、树立和维护新闻工作者良好社会形象
的基础性工程。全省新闻战线要认真落实
中央部署，把这项活动作为一项长期任
务，扎扎实实地组织好、开展好，不断深
化、持之以恒、务求实效，努力提高新闻
宣传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正确舆论
导向，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
舆论。要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进一步转变
作风、改进文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加强调查研究，反映群众心
声，讴歌伟大时代。要积极从党委和政府
关心、基层群众关注的结合点上下工夫、
做文章，大力宣传我省转方式调结构、实
施“蓝黄”两大发展战略、保障改善民生
等方面的生动实践。要通过开展“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一步提高
舆论引导能力，增强新闻宣传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密切党群干群
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为加快经济文化强
省建设、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他指出，“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有关
部门迅速行动，各新闻单位积极响应，广

大新闻工作者踊跃参与，活动进展顺利、
开局良好。各级各有关部门、各新闻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加深刻的认识、更
加自觉的行动投身“走、转、改”活动。
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活动的内
涵要求，沉到基层、融入生活，密切同群
众的联系，增进同群众的感情，讲新话、
讲真话、讲短话、讲家常话，真正做到深
入走基层、作风转到位、文风改彻底。要
进一步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进一步提
高服务群众的能力，进一步树立新闻工作
者良好形象，在不断深化、持之以恒、务
求实效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
题，努力推动新闻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创新活动形
式，丰富活动载体，开展群众评议，营造
浓厚氛围。要加强组织领导，把“走、
转、改”活动与“三个一切”群众路线主
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各

级各有关部门、各新闻单位要建立完善基
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编辑记者岗前和在
岗培训制度，健全激励机制，以管长远的
制度建设来确保活动实现常态化、制度
化，推动活动深入扎实开展，为加快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市
党委宣传部分管部长以及新闻工作者代表
作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省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
领导小组和“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
组成员，各市、有关企业党委宣传部负责
同志，省直新闻单位和部分行业媒体主要
负责人，以及编辑记者代表参加会议。

全省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座谈会强调，提高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能力水平

反映群众心声 讴歌伟大时代
姜异康作批示，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 本报记者 娄和军 齐淮东 于向阳

莱芜不大。
这个仅有20个乡镇，人口不足130万的

市，在中国版图上状如一枚小小的棋子。
但莱芜棋局不小。
在这片镌刻着“长勺之战”“莱芜战

役”的土地上，正进行着一场更为波澜壮
阔的“战役”——— 遍及莱芜2246平方公里
全域的城乡统筹改革。

在这片土地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七年两位数增长；在这片土地上，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连续三年缩小。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说：没
有京沪等超大城市的辐射效应，也无江浙
民企的示范效应，更缺成渝试验区的政策
优势，但莱芜通过“融合、流动、共
享”，缩小了城乡差距，为中等发展中城
市树立了统筹城乡的典范。

融合、流动、共享，“三子”落定，
满盘皆活。

融合：放大发展空间

细雨中，魁梧的农民邢新钢粗声吆喝
着，指挥一帮伙计整修马路两旁的排水沟。

这条马路，是为路北在建的莱芜雪野
生态软件园大楼配套的。这个软件园，是
莱芜雪野旅游区融合对接济南的大动作之
一。规划2000多亩的软件园，让济南的软
件工程师们坐在办公室里，就能看到窗外
的雪野湖景，在青山绿水间触发灵感。

36岁的邢新钢没想到，生活会同“融
合”一词紧密相连。这名湖边汉子的生活
几经变化：上世纪90年代前，曾和父亲在
湖中零星打渔；90年代中后期至2006年，湖
变成了养鱼池，密布的网箱，让他发了几
年小财，但也让湖水腥臭扑鼻；2007年7月
后，湖中网箱全部撤出，旅游项目环着一
湖清水春笋般长出。正因为旅游，他妻子在
村里开了五金店，一年赚个四五万；他领着
20多名村民，包小工程，收入不菲。

邢新钢的生活之变，在雪野旅游区管委
会主任魏凯忠看来，是莱芜北部旅游板块融
合之果。莱芜破区划约束，融五乡镇为一“景
区”，打造济南后花园。旅游兴，乡村活。如
今，旅游区年接待游客量430多万，这一数字
是莱芜总人口的3倍还多；周边50多个村庄，
村民年均纯收入增长超12%。

说起雪野旅游板块之变，莱芜市委副
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毕司东认为，这仅是
区域“大融合”的一部分。2011年“十二

五”规划提出国家、省要划分具体功能
区，但对省以下没有要求。莱芜超前一
步，早在2008年初，就把全市2246平方公里
作为一个整体，按自然和资源，规划三大
区：北部发展生态旅游，中西部主打姜蒜
加工储运，南部着力钢铁加工物流。如
今，“三大板块”集聚全市八成以上经济
量，带动了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善弈者谋势。莱芜市委书记于建成介
绍，莱芜融合脚步正向更宽领域迈进：工
农融合方面，引导工商企业和城市经济进
入农业、农村，整合企业和农村资源；产
业融合方面，促进农业与工业、旅游服务
业融合发展，催生新型业态。区域之间、
工农之间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优势互
补，莱芜的发展空间得以放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
所的《莱芜统筹城乡发展研究》报告认为，莱
芜打破了传统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
成了“以工促农、以农促工，以城带乡、以乡
促城，城乡互动、城乡融合”的新局面。

流动：优化资源配置

打开鲜红社员证，内页写着：社员徐
仁泉，1 . 75股，2010年股金收益2100元。

就是这个红色小本，让头发花白的徐
仁泉生活有了新起色。

徐仁泉所在的莱芜市高新区郭家沟
村，耕地8000多亩，但荒岭薄地居多。以
往，徐仁泉家14亩薄地如“鸡肋”，舍弃
可惜，种难收益。2008年，莱芜推行农村
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徐仁泉拿到了这14亩
地的“经营权证”。这一年，村里能人带
头成立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化经
营，每4亩地折为1股。徐仁泉家14亩地中
的7亩地股权化，每年有保底收益2100元和
分红数百元，如愿意在农场打工，每月还
可获1500元的工资收入。

土地“股权化”流转，促进了农业规
模经营和农民增收。像郭家沟村这样因土
地流动而让农民增收的故事，已在莱芜8万
多亩土地上生长。莱芜还探索“龙头企业+
村级组织+农户”“产业+农户”等模式，
加快经营权互换、转让、出租，促进土地
向规模经营集中。目前，全市共流转土地
89 . 1万亩，促进了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产
业化。莱芜以不足全省1%的耕地，创造了
山东12 . 3%的蔬菜出口额。

流动的，不仅是土地。
在高新区，有片“飞地工业园”。这

里聚集的项目， （下转第二版）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9日讯 全国暨地方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工作研讨会今天上午在济南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出席并
讲话。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伟致辞。

陈宗兴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在主席会议和常委
会议的领导下，紧紧围绕人口资源环境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全局
性课题，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推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级政协组织要认真
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继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要围绕“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把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重点；要加
强专委会建设，努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此
次会议的召开，有利于发挥全国政协的指导作用和地方政协的职
能作用，做到上下联动、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地方政协在理论
和实践上的创新，有利于全国政协有关工作打开新思路、开创新
局面，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将认真听取地方政协的意见建议，推动
各项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下转第二版）

本报济南讯 9月17日，国家行政学院在济南召开华东片区
贯彻落实《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座谈会。来自六省一市及六个副
省级城市行政学院负责同志就学习贯彻《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情
况进行了交流。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到会讲话，山东
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伟出席并致辞，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何家成
主持会议。

在听取各省市行政学院负责同志发言后，魏礼群对各地方学
习贯彻《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工作予以肯定。他指出，2009年12
月国务院颁布的《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加强和规
范行政学院工作的行政法规，在全国行政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对推动全国行政学院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起
着重要指导作用。一年多来，各级行政学院认真组织学习，认识
到位，行动迅速，举措得力，效果明显。

魏礼群强调，学习和贯彻《条例》对全国行政学院事业发展
是一个重要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乘势而上，全面提
升行政学院事业的科学发展水平。要把对《条例》的学习贯彻与
对《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学习贯彻紧密结合起
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行政学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坚持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进一步把学习和贯彻落实《纲要》、《条例》引向深入，把
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党和国家对行政学院事业发展的要求上
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着眼于建设有特色高水平
的行政学院，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特别
是要进一步发挥优势、突出行政学院特色，要牢牢把握“行政”
这一最大特色，牢牢把握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紧密结
合这一重要特色， （下转第二版）

全国暨地方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工作研讨会召开
陈宗兴讲话 刘伟致辞

贯彻落实行政学院
工作条例座谈会举行
魏礼群出席并讲话

布下“三颗子” 走活一盘棋
——— 莱芜城乡统筹“共享型融合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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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强震危及多国

我国西藏地区30人死伤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19日启动国家四级

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协助开

展救灾工作……

46城市房价停涨引担忧

沪指创14个月新低
地产板块大跌2 . 40%，不少投资者对

上市房企未来感到担忧，居民股票投资意

愿降至三年来最低……

今日关注3 6 国际新闻

□记者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8日，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选出

“全球最棒的11座桥梁”，青岛胶州湾大桥榜上有名。上榜理由
是：该桥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项桥梁纪录，建立全球最长的跨
海大桥实在是个不小的创举。

山东高速胶州湾大桥今年6月30日正式建成通车，总长度41 . 58
公里，为世界第一跨海长桥。大桥建在冰冻期长、含盐度高的胶州
湾海域，克服了重重不利因素，在大胆创新、按时交工的同时，创下
了众多中国和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第一”。其采用的水下无封地
混凝土套箱关键技术是世界首创，解决了水下施工的世界级难题；
全桥海上钻孔灌注钢的数量达到了5127颗，位居世界第一；开发改
进的大直径悬挖钻机，钻孔直径和深度均为国内海上桥梁之最。

山东高速胶州湾大桥
上榜福布斯
获评“全球最棒桥梁”

□ 责任编辑 廉卫东 兰传斌

926 . 6公斤
袁隆平再创
超级稻纪录

□新华社发
9月19日，农业部验收组公布，袁隆

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
验田平均亩产达926 . 6公斤。据了解，较大
面积亩产900公斤，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
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

抓住关键为农民服务
自然赢得村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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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于19
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颁奖典礼上致
辞说，在这座恢宏的艺术殿堂，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严肃郑重地思
考，文学应该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一个时代的作家应该给未来
留下一些什么，会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的长久力量和我们肩负的
沉重责任。她相信，中国的文学必将在繁荣和发展中迎来更加辉
煌灿烂的明天。

刘云山、铁凝、李冰、金炳华、翟泰丰等分别为获奖作家张
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颁奖。

此前，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
《蛙》、毕飞宇《推拿》、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5部作品
获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山东作家张炜莫言
获颁茅盾文学奖

保障房建设管理进一步规范

严厉查处
变相福利分房
和骗购骗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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