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廉卫东 张鸣雁

□滕敦斋 李剑桥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6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姜异康，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省委副书
记、省政协主席刘伟在济南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杨传堂一行。客人此行来我省主要
是出席中棉集团山东物流园开工奠基仪式，到潍坊、日
照、临沂考察，并召开东部沿海部分省市供销合作社主任
座谈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顾国新，省
委常委、秘书长王敏，副省长贾万志参加会见。

□张博韬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6日讯 今天上午，省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有关
议案、法规草案的说明、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人事任免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鲍志强
主持会议；副主任崔曰臣、温孚江、连承敏、尹慧敏，秘
书长王文升出席会议。

会议在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后，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王文升作的关于《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山东省设区的市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国忠作的关于《山东省宗教事
务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今天召开会议，讨论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
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
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
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
七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在这次征求意见的过程中，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七大代表
对文件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
认真吸收和反映，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
和各方面智慧制定好文件，使之成为新形势
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会议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
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们要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
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
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
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
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

会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
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
展的政治责任，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
组织建设，健全共同推进文化建设工作机
制，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提高推
进文化改革发展科学化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王 原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6日讯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提高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我省城乡中小学公用经费标准统一调整为：小学每生每年
700元，初中每生每年900元。该标准从2011年起开始执
行，由财政预算内资金安排，不包括两项教育费附加。

我省要求，今后凡遇中央和省提高公用经费政策，各
示范县(市、区)均应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同步提高。各示
范县(市、区)要高度重视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工作，按
上述要求足额落实提高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所需资金，切实
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记者 李 强 报道
本报综合消息 9月21日至25日，按照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王敏率领实施蓝黄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督促
检查第三组先后到日照、潍坊、淄博三市进
行现场督促检查。

在日照市，督查组先后到阳光海岸梦幻
海滩、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城市规划展
览馆、刘家湾赶海园、山东华海船业有限公
司、山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岚山港区
码头、鲁南 (日照 )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
心、山东亚太森博浆纸有限公司、粮油加工
产业园中储粮日照储备库项目、威亚汽车发

动机(山东)有限公司二工厂、现代派沃泰自
动变速箱(山东)有限公司、疏港高速公路现
场等进行考察。日照市紧紧围绕实施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战略规划，坚持以鲁南临港产
业聚集区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为新增长极，
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园
区建设，全力推进日照国际海洋城规划开
发，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培育海洋
科教发展新基地，着力打造海洋特色新兴城
市，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在潍坊市，督查组先后深入歌尔电声产
业园二期、浪潮华光光电子、潍柴动力工业
园、宇骏太阳能硅片、生物医药科技产业

园、盛瑞传动、高新区第二孵化器、城市规
划艺术馆、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
厦、防潮大坝二期、滨海水城功能区、森达
美港、重点产业园区，寿光市羊口先进制造
业项目区、林海博览园、现代农业示范区、
农产品物流园等进行考察。潍坊市把实施蓝
黄两大战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的战略平台，高点定位、快速起步、重点突
破，以北部滨海地区为实施蓝黄两大战略的
主战场，全面加快产业聚集、新城建设、设
施配套和生态优化。加快重点园区向蓝色、
高端转型，实施了一批产业转型示范工程，
引进了一批具有高技术含量、高环保水平、

高经济效益的项目，转方式、调结构迈出了
坚实步伐。

在淄博市，督查组先后到博山区考察了
淄博海州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山东华成集
团、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到高新区考察
了国利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淄博保税物流
中心；前往高青县考察了山东黑牛繁育养殖
基地、大地肉牛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千乘群
众文化广场、风力发电示范项目、高青县第
四中学等。淄博市积极融入蓝黄两大战略，
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生态建设成效明显，坚定
不移走内涵发展的路子， （下转第二版）

□记者 滕敦斋 报道
本报烟台9月26日讯 9月22日至26日，甘

肃省党政代表团在我省考察。今天下午，在
烟台市举行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座谈会，
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省
委副书记、省长刘伟平，省政协主席冯健
身，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
康，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省委副书
记、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会议。

姜异康在主持座谈会时代表省委、省政
府，对甘肃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对甘肃省长期以来给予山东工作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甘肃省党
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指导工作，充分体现了
甘肃省委、省政府对加强两省合作交流的高
度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甘肃省地处黄河中上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
甘肃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
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机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四抓三支
撑”的总体工作思路，实施“中心带动、两

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区域发展战
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省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各民族团结进步，社会保持和谐
稳定。甘肃省在工作中创造的好思路、好经
验、好做法，值得山东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姜异康指出，黄河从甘肃流过，在山东
入海，鲁甘合作交流就像黄河水一样源远流
长，两省人民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近年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我们认
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总要
求，积极作为，科学务实，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新的成绩。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大国家
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推进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两省在转方式调结构、区域协调发
展、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化、文化旅游
等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前景广阔。希望以
这次代表团来我省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深
两省情谊，密切两省关系，拓展合作领域，
谱写友好合作、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陆浩在座谈会上讲话时代表甘肃省党政

代表团一行，对山东省委、省政府和青岛、
威海、烟台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周到
安排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山东是沿海经济
大省，经济实力强，发展水平高。特别是近
年来，山东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
紧围绕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大力
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推动各方面的建
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的山东，
正沿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道
路阔步前进。这次甘肃省党政代表团到山东
来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山
东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创造的新思路，
积累的新经验。

陆浩说，这次到山东来的一个突出感
受，就是山东的变化日新月异。5天来，每到
一地，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山东在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山
东在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兴战略产
业、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城市建设和管
理水平等方面的宽视野、高起点、大手笔，
给我们留了深刻的印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启示。甘肃同山东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基

础，在新的历史时期，两省在产业、市场、
资源、人才、区位等方面的互补性进一步凸
现，两省之间的合作空间更加广阔。希望以
这次学习考察为契机，加深两省之间的相互
了解，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和渠道，完善合
作交流机制，加强特色产业发展和科技、职
业教育、劳务输出等方面的合作，把双方的
合作与交流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推动两省
共同繁荣发展。

座谈会上，姜大明和刘伟平分别介绍了山
东和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甘肃省委常委、秘书长刘立军，省委常
委、兰州市委书记陆武成，省委常委、副省
长石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尚英，副省
长、庆阳市委书记张晓兰出席座谈会。山东
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敏，副省长郭兆信，省
政协副主席李德强出席座谈会并先后陪同考
察，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青岛市
市长夏耕陪同在青岛的考察。

在山东期间，甘肃省党政代表团先后到
青岛、威海、烟台三市，考察了城市建设、
工业园区建设、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和
文化旅游产业等情况。

姜异康姜大明会见杨传堂

省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

胡锦涛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

六中全会10月15日至18日召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提请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

甘肃省党政代表团来山东考察
两省举行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 陆浩刘伟平冯健身出席 姜异康姜大明刘伟出席并陪同考察

■走进酒泉·聚焦天宫一号

不断开创蓝黄“两区”建设新局面
实施蓝黄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督促检查第三组在淄博潍坊日照督查

我省提高中小学
公用经费标准
每生每年小学700元初中900元

□CFP供稿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可靠性指标0 . 97
安全性指标0 . 997
发射安全有充分保障

 今日关注·3版
▲9月2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承

担“神舟八号”飞船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顺利转运至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给农民看病的葛大夫
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葛庄村的葛运田

为乡亲们看了40多年的病，他乐观地说：

我很看好村医这一块。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肯定会越来越重视农村的基本医疗，

村医的待遇和环境会得到改善……

五保户眼中的新农保
新农保加大了对计生户、残疾人、五

保户等特殊群体的补贴力度。目前，桑村

镇苏庄8位低保户和2位特困户，村里都为

他们免费办理了新农保。

67岁的韩宗考说，俺很感激……
 要闻·2版

济南：
花团锦簇迎国庆

□记者 李 勇 报道

国庆节距我们越来越近了。

连日来，省城济南各大公园和主要街道

有许多鲜花制作的街景造型亮相。这些造型

设计新颖美观，富有时代气息，把金秋的泉

城装扮得分外美丽，营造出喜庆、和谐的节日

气氛。

国内资本市场黑色星期一

股价金价银价暴跌
沪指跌破2400点

 国际·国内·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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