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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防部驳斥

航母技术"山寨"论
仅通过简单对比，就认定中国

“山寨”外国航母技术，如果不是

有意的攻击，至少是不专业的……

专访韩国驻华大使：

孔孟思想韩国影响大
孔孟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韩国

人，这些思想也正是中韩关系这些

年来突飞猛进的基础……

今日关注3 4 国际·国内

十艺节宣传口号

宣传画开始征集
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

术特点，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

节日”的宗旨……

□梁荣合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今天下午在济南闭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
案和有关法规、决定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国家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柏继民，副主任温孚江、连承敏、尹慧敏、于建成，秘
书长王文升出席。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免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
员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职务；通过了《山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
法》、《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东省审
计监督条例》； （下转第二版）

省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闭会
通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今天下午，中央宣讲

团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在山东会堂举行。中
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
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
康主持报告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省政
协主席刘伟，省委副书记王军民出席报告会。

潘盛洲在报告中首先阐述了党的十八大的
重大意义，介绍了报告的起草过程，详细解读
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主要内容和每一部分的新亮
点，深刻阐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思
想、新观点、新举措。潘盛洲结合自己学习党
的十八大报告的体会，深入阐明了党的十八大
的鲜明主题和历史性贡献，深入阐释了党和国
家过去10年来的重大成就，深入阐述了科学发
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入论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系统讲解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以及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和重大举措，
阐释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和

要求。报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透
彻、深入浅出，联系实际、贴近群众，在现场
听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博得全场热烈掌声。

姜异康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高度重视，作出了全面部署，派出宣讲
团赴各地宣讲。潘盛洲同志的宣讲报告联系实
际，用事实说话，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了全面系
统解读，内涵丰富，深入浅出，理论性、思想性、
指导性很强，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姜异康强调，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省委认
真贯彻中央的部署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对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出了全面部署，全
省迅速兴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
热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
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大意
义，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
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
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学以致用。要原

原本本地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
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
各级宣传舆论部门要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切
实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宣传，营造浓厚的舆
论氛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讲工作的
重要批示精神，认真做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宣
传工作，组织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分赴各
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面对面宣讲，
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党的十八大精神。要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
好、发挥好，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们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团结一
心、励精图治，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谱写
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参加报告会的有：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住鲁的担任全
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省级领导干部，省检
察院检察长，省武警总队总队长、政委，山东大
学党委书记、校长，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住济
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长助理，省政府、省政协
秘书长，省纪委常委，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
要负责人，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巡视组组长、巡
视办主任，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机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各专门委员
会和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驻济省直部门(单
位)、省管企业和中央驻鲁单位主要负责人，
驻济高等院校党委书记，省直机关、企事业单
位干部代表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理论工作者，
驻济高校师生代表，济南市机关干部代表等。

报告会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进行
现场直播。各市、县(市、区)党委、省直部门
(单位)、各高等院校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
收听收看。

中央宣讲团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举行
潘盛洲作宣讲报告 姜异康主持

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把民族发展好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最伟大中国梦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

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回首过去，全党同志

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

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

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

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

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

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

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

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

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

苦的努力。
□新华社发

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来到国家博物馆，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省十二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
明年1月下旬召开
选举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选举山东省省长、副省长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百年奋斗铸就历
史辉煌，信心百倍推进复兴伟业。在全党全国
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
山、王岐山、张高丽等29日来到国家博物馆，
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号召
全党同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
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29日上午，习近平等来到国家博物馆，走
进一个个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工作
人员讲解。一幅幅图片，一张张图表，一件件
实物，一段段视频，把人们带回了近代以来跌
宕起伏、波澜壮阔的难忘岁月。

在十九世纪末列强割占领土、设立租借地、
划定势力范围示意图前，在鸦片战争期间虎门
的大炮前，在反映辛亥革命的文物和照片前，在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前，在《中国共

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等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文物和照片前，在李大钊狱中亲笔自述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照片前，习近平等不时停下脚步，
认真观看，详细询问和了解有关情况。

在参观过程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
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
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
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
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
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
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
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
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
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
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
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
“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

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
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近平强调，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
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
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
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
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
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
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
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
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
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
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
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最后强调，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
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参加参观活动的还有赵乐际、栗战书、杜
青林、赵洪祝、杨晶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共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
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
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个部分，通
过1200多件(套)珍贵文物、870多张历史照片，回顾
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
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山东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月下旬
在济南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一、听取和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二、审查、批准山东省201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3年计划；
三、审查山东省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3
年预算草案；批准山东省2012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和2013年省级预算；四、听取和审议山东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五、听取和审
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听取和审议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七、选举山东省出席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八、审议《山东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山东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
案)》；九、选举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十、选举
山东省省长、副省长；十一、选举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二、通过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人选；十三、其他事项。

罗阳同志遗体在沈阳火化

胡锦涛习近平
表示沉痛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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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玲玲 单彦彦 王海红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财政厅获

悉，为切实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省
委、省政府决定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不低于55元
提高到60元，比国家规定水平高5元，该标准自
2012年10月1日起执行，今年年底前发放到符合领
取条件的农村和城镇居民手中。

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10月，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启动，2010年省财政出资支持各地开
展省级试点，2011年7月，我省实现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全覆盖，比国家规定提前一年。截至目
前，省财政已累计筹集拨付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补助资金94 . 8亿元。

目前全省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达4276 . 9
万人，其中60周岁以上领取基础养老金人数1235 . 1
万人。省财政已提前拨付今年省级补助资金1 . 1亿
元，支持各地落实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政策。

我省基础养老金
标准提高
◆每人每月60元，年底前发放到位

◆省财政提前拨付1 . 1亿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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