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志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我们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
模范代表同庆五一节，共话中国梦，感到很
高兴。五一节，我们以什么形式来庆祝？就
是同我们的劳动模范们在一起，大家一起座
谈座谈。”

“今天我们看到群星灿烂，不同历史时
期的代表人物都在这里了。50年代的，像梁
军同志、申纪兰同志；60年代的，像郭凤莲
同志；改革开放以后的，像袁隆平同志、鲁
冠球同志；再就是新时期的。一切都历历在
目，我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者、见证者。看到
大家，对劳模肃然起敬，尊重知识、尊重劳
动的情怀油然而生。”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
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
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
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

4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全国总工会
机关，看望全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个
时期的劳动模范代表，并召开座谈会，与大
家同庆五一节，共话中国梦。

总工会机关，六层会议室，来自全国31
个省(区、市)的65名劳模胸前佩戴着各种奖
章，同习近平围坐在一起。他们中，年龄最
大的84岁，最小的25岁。

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
的队伍，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发源地。
2009年9月21日，习近平曾经到过这个队的
钻井平台，勉励钻井工人弘扬铁人精神，把
红旗一直扛下去。

再次见到总书记，队长胡志强十分激
动：“在这里向您报告：我们当时的成绩是
累计进尺2344896米，现在又有了新的进

步，截至昨天，打井进尺累计达到2579866
米，相当于钻透了291座珠穆朗玛峰。”总
书记听了点头肯定。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一
系列重要讲话，道出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
声，也道出了广大石油工人的心声。”胡志
强说，作为一名石油工人，自己的中国梦，
就是多打井、打好井，多产油、产好油。他
告诉总书记，实现中国梦，需要弘扬中国精
神。今年是钻井队建队60年，60年来，在铁
人精神引领下，钻井队不断创造新纪录，还
把井打到了国外，打到了伊拉克、苏丹。

“是南苏丹吧？”习近平马上问。
“对。”胡志强提高了声调，“请总书

记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继续高
举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旗帜，在保障国家石
油安全、实现中国梦新的伟大征程中，再创
新辉煌。”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辈子有两个
梦：一是禾下乘凉梦， （下转第三版）

总书记同劳模代表共话中国梦
强调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

用勤劳双手托起美好梦想

□记 者 高晓雷
实习生 周国芳 报道

本报济南4月30日讯 记者从省内各市
30多家知名旅行社和部分市旅游局了解到，
受禽流感疫情影响，“五一”期间，我省
“省外游”游客数量大大缩水，旅行社省外
游业务普遍减少了50%，华东线路游客数量
甚至降幅达80%。同时，为预防旅途中疫情
突发情况，不少市旅游局采取了游客登记备

案制度、设防疫紧急电话等诸多措施。
“总体来说，今年‘五一’省外游游客

数量减少了近50%，尤其是华东线路上，订
单数量减少异常明显，与去年同期相比少了
80%。”潍坊希望旅行社总经理王洪昌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省内30多家旅行社，情况与
王先生所述基本一致，“五一”出省团队普
遍减少过半，有些旅行社华东线路游基本无
人问津。

据了解，与省外游相比，省内游受禽流
感影响相对较小。“很多原本华东方向上的
游客改变线路，选择省内短线游。”嘉华旅
游潍坊分公司经理孙爱民称。记者从潍坊市
旅游局、泰安市旅游局、曲阜“三孔”景

区、蒙山旅游区等多地了解到，“五一”小长假
第一天，各地旅游人数“稳中有升”。其中，泰
安地区和蒙山旅游区游客接待人次还出现较
大幅度上涨；曲阜“三孔”景区假期当天游
客人数16000余人，与去年同期持平。

受两例禽流感疫情影响，整个枣庄市旅
游业受冲击较为严重。除省外游团队减少外，
枣庄本地游也较往年冷清不少。枣庄康辉国
旅和枣庄平安国际等多个旅行社均称，禽流
感对枣庄地接业务影响很大，来枣庄的团较
往年减少了2/3。台儿庄古城久和客栈总经理
刘希盛称，最近一段时间大量已预定的客房
都被退订，“今年‘五一’假期当天客流量还比
不上清明，更别提与往年‘五一’相比了。”

“五一”省外游人数缩水过半
受禽流感疫情影响，华东线路游客量降80%

□ 本报评论员

今天是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向广大劳
动者致以诚挚祝福和崇高敬意！

劳动创造了历史，劳动改变着世界。
“最美环卫工人”、“最美女教师”、
“最美民警”、“最美乡村医生”……一
个个“最美劳动者”的勤劳付出，成就了
人生的光荣，也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中国

速度”、“中国奇迹”。普通劳动者的奋
斗和光荣，诉说着这样一条永恒真谛：无
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依靠劳
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核心价值永远不会变，
劳动永远是财富的源泉、幸福的源泉，劳动
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
动永远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

中国梦，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
神旗帜。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
动成真，人世间的一切美好愿望，只能通
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才能
实现。让梦想变为现实的强大力量，就蕴
藏在人民群众之中，就体现在一件件产
品、一个个创意上，就在每一位劳动者辛
勤的双手里。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微不足

道，但当千千万万劳动者同怀一个梦想，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团结奋
斗的磅礴力量，再大的坎也能迈过，再陡
的坡也能翻越。

劳动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
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今天中
国的发展，抵达了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
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
未这样接近。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
能梦想成真。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从自己
做起，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
耻，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用心
血汗水铸就人生的辉煌，用勤劳双手托起
伟大的中国梦，为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经济文化强省作出新的贡献。

摸清每列动车的“脾气”
周振刚几乎开过所有型号机车，32年安全行车4400多趟

□ 本 报 记 者 吴荣欣
本报通讯员 胡 凯 肖永华

还没见到人，爽朗的笑声已传至耳
际。4月29日8：20，当记者如约来到济南
铁路局，采访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的济南机务段动车组司机周振刚时，他已
提前20分钟赶到。

眼前的周振刚身穿制服，佩戴着党
徽、胸牌和鲜艳的红领带，威武不凡（右
图）。周振刚今年52岁，是济南铁路局年
龄最大的动车组司机。他从1981年进入铁
路系统工作起就开火车，开过几乎国内所
有型号的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动车组，
安全行车4400多趟。此次，他将添乘D331
次动车组列车，对年轻的动车组司机黄亮
进行技术指导，记者作为“学员”跟车学
习。

做完打指纹、测酒精、检查工作证、
刷IC卡等工作，9：00，记者随周振刚、
黄亮来到济南火车站，等候D331次进站。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上车和下车

的旅客都很多，要注意做到安全正点、平
稳操纵。”周振刚在等车间隙嘱咐着。

9：20，列车到达，周振刚和黄亮迅
速与北京铁路局的动车组司机完成工作交
接。在周振刚指导下，黄亮进行打开有关

装置、输入司机工号、再次注册无线电话
等操作。“信号开放，车门关闭，各仪表
显示正常。”

9：22，黄亮高声呼唤，并操作牵引
手柄，列车开动。 （下转第二版）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娄和军

与与劳劳模模同同行行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国丽，8年
来，到高原、高温、高寒地区开展了百余个
柴油机品种的极限试验。看着常国丽有些变
深的肤色，总书记叮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应给这些姑娘们配备一些劳动保护用品，不
要让她们受伤害，又冷又热又晒，都晒黑
了。现场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给姑娘们配些劳保用品
“总书记同我们共话中国梦，讲得非

常实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原吊桥队队长许振超说，实现中国
梦靠什么？靠实干，靠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
在岗位上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带
动更多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总书记讲得非常实在”

我省首例H7N9病例
7名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
首例患者“进食”大米油等食物

4岁小患者体征正常情况良好
 要 闻·2版

□记者 杨学莹 通讯员 张 婧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国土测绘院获悉，我省济南、青

岛、烟台、临沂等12市和寿光、莒县等10个县(市区)的城区1：
500大比例尺“高清地图”登上了“天地图·山东”，公众可免
费查询使用，同时为城市国土资源、城管、房管、社会管理等
实现精细化提供帮助。这也意味着，这些城市基本完成了“数
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这正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核心
内容。这12市是东营、临沂、滨州、威海、聊城、潍坊、烟
台、日照、青岛、泰安、济南、淄博；10个县(市区)是寿光、
莒县、淄川、博山、周村、张店、临淄、沂源、桓台、高青。
记者随机打开东营市的“高清地图”，发现每一栋楼房有几个
阳台都能数出来。“天地图·山东”是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公众版，网址www.sdmap.gov.cn。

12市10县市区公布
电子“高清地图”
每栋楼房阳台清晰可见

据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中国电信30日宣布，5月1日零
时起，中国电信将大幅下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埃及、南非等主要热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漫
游资费。资费调整后，自上述国家、地区拨打中国内地或在上
述国家、地区接听电话，资费均不超过2 . 99元/分钟，平均降
幅超过50%。中国电信此次调整国际漫游资费适用于天翼UIM
卡客户，如果用户手机卡不是天翼UIM卡，需在出行前到中国
电信各地营业厅更换，并开通国际漫游功能。

电信下调国际漫游资费
平均降幅超过50%

国际乒联高层对峙

主席换届引“互殴”
 文体·娱乐·4版

一批法律和部门规章今起实施

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
未获合格标志强制报废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国际·国内·3版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我

省将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在全省县以上各类教科文卫等事业
单位中普遍建立起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据了解，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
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人事(劳动)关系面临重新调整和规范，
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潜在劳动人事争议将不断增加。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系统事业单位人员数量众多、构
成复杂，是提供公益服务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事争议的多发
群体，在其中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将实现把矛盾
纠纷处理的触角、环节前移，尽最大可能通过调解将争议化
解在单位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

同时，将建立健全争议排查和预警机制，定期排查争议
隐患，及时化解纠纷苗头，并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断
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健全规章制度，探索有效化解劳动
人事争议的长效机制。

我省事业单位将建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12万百姓换位当“城管”

济南城管向精准化

人性化延伸
 要 闻·2版

□记者 王 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

同意山东轻工业学院更名为齐鲁工业大学
的函》、《关于同意在山东省工会管理干
部学院基础上建立山东管理学院的函》以
及《关于同意在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基础上建立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函》，自
2013年4月18日起，山东轻工业学院更名为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由成人高校改制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
山东管理学院、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由成人高校改制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目前，我省普通本科高校达52所，其中
冠以“大学”的21所。

我省3所高校
更名或升格
普通本科高校达5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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