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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琳 通讯员 刘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9日讯 中国致公党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五

次会议今天在济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出席
会议并讲话，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
话。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翠云代表中共山东省委致辞，
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山东省委主委赵家军致欢迎辞。

万钢指出，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深
入学习、认真领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强调，加强自身建设是
民主党派的基础性任务，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致公党自身建设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建设成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社会主义参政
党，要着重从加强人才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三个方面下苦功
夫。同时要积极、主动、有为地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最大限度地凝聚共
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夺取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贡献力量。

吴翠云说，中共山东省委历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
业，不断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积极开展政党协商，支持民主党派
加强自身建设，全省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和谐、开拓、活跃的良好
局面。希望致公党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工作，助推山东经济社
会发展和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记者 赵琳 通讯员 刘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9日讯 2016年“同心·光彩助学行动”捐助仪式今

天举行，为全省32所高校1600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发放助
学金800万元。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翠云出席仪式并讲话。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志强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名誉
会长王乃静出席。

吴翠云对泛海集团和卢志强董事长长期热心公益事业，关心支持
山东统战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她要求，各级统战部门要立足
我省脱贫攻坚大局，打造更多光彩扶贫的品牌工程，引导广大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到“同心扶贫攻坚行动”中来，为我省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作出积极贡献。希望
受助大学生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与社会各界的关怀，胸怀理想、刻苦
学习、自立自强、奉献社会，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
发出青春的绚丽光彩。

“同心·光彩助学行动”由省委统战部、泛海公益基金会、省光
彩事业促进会共同发起和组织实施。活动开展5年来，累计为全省32
所高校58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2901万元。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辛有东 胡明涛

“有饭吃、有活干、一碗水端平。”从
1984年到如今，30多年了，村党支部书记许
传江一刻没有忘记对全村老少爷们的承
诺。这位日照市莒县城阳街道岳家村村党
支部书记，用“公心”治村，用“本色”精神做
人,一个穷乱差的后进村变成富裕、美丽的
模范村。许传江本人当选全国劳动模范，今
年被表彰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老党员授课新书记，

要“一心为公”

“我刚当上村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们
说只要我为他们办好三件事，他们就服
我。”回忆起当年刚被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
时的情景，许传江记忆犹新。

80年代的岳家村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
穷村，背着7000多元的债务。村里老人说：

“过去家里养只鸡，晚上都要装进笼子拿到

屋里，不然就有可能被偷走。”1984年，时任
管理区团总支书记的许传江，受组织安排，
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有饭吃、有活干、一碗水端平。”这是
岳家村村民对他提出的要求。当时28岁的
他对这些话语理解得还不深刻，工作开展
感觉无从下手。于是，他找到曾经参加过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党员许世岩，向
他请教。

许世岩在村里是德高望重的老党员，
退伍回村以后，每个月有30元的生活补助，
他不舍得花，全部拿出来捐给党支部为村
民置办农具发展生产，村民都非常信服他。
他告诉许传江，作为一名村干部，首先要找
准自己的位置，弄清楚入党为了什么，村干
部是为谁当的？要一心为公。那一次谈话，
影响了许传江一生。

从年年换书记到一干三十年

过去在岳家村有一句老话“拔了棉花
柴，支部书记重新来”。意思说的是以往的

村支部书记往往干不过一年的时间，就会
因为种种原因在秋季选举的时候被撤换。
许传江上任以后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种
事情重演。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许传江得知寿
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在村里搞
起了蔬菜大棚。他当即决定前往学习，说明
来意后，王乐义为他指派了一名技术人员。
许传江带领村民在束河沿岸1300亩河滩地
上进行翻土压沙，一座座蔬菜大棚落成。

村民有饭吃以后，许传江带领全村老
少投资25万元的油漆厂开张了。但是由于
技术不过关，销路一直没有打开。在儿子生
病、妻子抱怨的情况下，许传江带着煎饼咸
菜连夜赶往青岛，在一位工程师的办公楼
门前苦等了一夜，第二天见到了本人，说明
来意后，工程师当即决定出手相助。

2015年，岳家村实现年总产值4 . 26亿
元，集体经济纯收入1650万元，人均纯收
入1 . 6万元，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而这
一年，已经是许传江干村支部书记的第３１
个年头。

拆掉大喇叭，用行动说话

“我得把手里这把冲锋号吹好，吹不
好，不在调上，这还让下边的人怎么冲？”许
传江说，“以前村里有个大喇叭，没过多久
我就把它给拆了，大喇叭一开，声音又大又
刺耳，村干部天天在喇叭里喊话把民心都
喊散了。有事情，要坐下来慢慢说。”

集体经济有了一定积累后，许传江领
导村党支部开始致力于改善群众的生活环
境。“有困难，冲在最前，有好事，排在最后
面。”这是前岳家村党支部副书记许家善对
许传江的评价。

“能住在这个村里真是享福了。”在岳
家村老年公寓的公园里，67岁老人付代娟
告诉记者。2008年秋，投资3190余万元的高
标准老年幸福公寓正式建成，村内60岁以
上老人吃饭住宿全免费。

公心思想现在已深入岳家村每一位村
民心中。每年11月1日是全村欢庆的“公心
节”，从2000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

中国致公党第十四届

十五次中常会在济南举行

“同心·光彩助学行动”
捐助仪式举行

本报滕州7月9日讯 第十一届国际墨子鲁班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
墨子文化节今天在滕州开幕，副省长季缃绮、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
信出席。

季缃绮在致辞中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用
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认真挖掘阐发、大力传承弘扬墨子和鲁
班文化精神，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各有关方面
应深化提升认识，密切协作配合，深入研讨墨子鲁班思想与实践的现
代价值，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把墨子鲁班文化研究、传承、弘扬推
向新的高度。同时，加强对墨子鲁班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努力打造
特色文化产业，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饭吃、有活干、一碗水端平”，许传江30多年一刻不忘对全村老少爷们的诺言

承诺三件事 干了一辈子

国际墨子鲁班学术研讨会
暨墨子文化节在滕州开幕

□大众报业记者 杨博 报道
本报喀什电 7月7日，山东援疆结核病防治试点患者集中筛查工

作在喀什地区疏勒县塔孜洪乡启动，山东援疆医疗卫生专家到现场开
展工作。

针对喀什地区结核病高发，基层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多
见的现状，2015年，省援疆指挥部结合精准扶贫工作要求，提出了以
“辨病扶贫”为主的卫生援疆扶贫思路，率先在疏勒县牙甫泉镇和英
吉沙县克孜勒乡启动实施了结核病防治试点项目。目前，试点项目已
累计投入援疆资金400余万元，先后选派4批27名山东专家到受援地开
展工作，选派29名业务骨干到山东进修培训，并为地区结防所配置了
价值259万元的检验检查设备。通过项目实施，一方面加强了受援地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能力建设，培养了一批结防骨干人才；另一
方面集中发现潜在传染源，创新实施了涂阳患者集中管理、涂阴患者
集中监督服药、每周集中健康宣讲等工作模式。

今年，省援疆指挥部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再投入1000余万元，
在对口四县同时开展试点工作。

山东援疆结核病防治试点
在对口四县同时推开

□李可可 报道
本报济南7月9日讯 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新闻书画院承办

的“只研朱墨作春山——— 为建党95周年献礼书画名家邀请展”，今天
上午在山东新闻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将持续至7月15日。

此次应邀参展的有单应桂、吴泽浩、李荣海、刘书军、张志民、
韦辛夷、顾亚龙、潘鲁生八位书画家。他们有的扎根乡村，为广大劳
动人民代言；有的回归民间，发掘保护民俗艺术；有的深入基层，默
默推动群众文化；有的立足院校，履行传道授业的责任担当。此次展
览展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50余件，同时推出展现画家事迹的图文
展板。本次展览不印请柬、不举办开幕式、不摆放花篮，通过简朴、
务实的展览形式体现展览的主题。

献礼建党95周年
书画名家邀请展举办

□ 本 报 记 者 李振
本报通讯员 许锐

“再生医学皇冠上明珠”

在山东问世

把动物角膜移植到人眼上，让因角膜
病致盲的患者重见光明。这一设想看似天
方夜谭，如今在一支山东科研团队的攻关
下变成现实。

7月1日，在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
云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这片被业界誉为

“再生医学皇冠上明珠”的生物工程角
膜——— 一片脱胎于动物角膜、外形似隐形
眼镜的弧形薄片。

“中国角膜盲患者约300万人，每年获
捐角膜的患者不足万人，很多人因为不能
及时进行角膜移植而失明甚至摘除眼球。”
史伟云说。破解“角膜荒”最直接的方法就
是绕开捐献瓶颈，为人眼移植上动物角膜。

“目前技术不成熟，无法实现！”很
多专家给出这样的判断。动物角膜表层
“镶嵌”着数量庞大的异种抗原细胞，为
保证不产生排异，必须将其剔除。而一旦
在剔除过程中破坏了角膜的表层结构，就
会破坏角膜的透明性，影响患者视力。为
破解这一难题，国内外十几支顶尖科研团
队日以继夜攻关，却始终没有成功。

看似是一个产品的竞争，说到底是人
才创新机制的竞争。

全国唯一一位眼科学院士、山东省医
学科学院名誉院长谢立信出任生物工程角
膜项目首席科学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创新体制——— 谢立信
拥有独立的财物使用权，可挑选干将组成
攻关团队，全权负责项目推进。这种机制
让他可以自由开展大规模实验，与业内顶

尖的机构公司合作……
经过几十位科研工作者不懈研究，

2015年5月，山东省眼科医院“院士团队”主
导研发的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上市，成
为全球首个推向市场的生物工程角膜。

让专家有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

“艾欣瞳”的问世只是山东省医学科
学院鼓励创新的一个缩影。

作为下辖省眼科医院、省肿瘤医院、
省皮肤病医院等13个专业研究院所、9所
医院的综合性医学科研机构，医科院为科
研工作者和科技创新营造了宽松的土壤。

他们建设成立院士工作室，工作室的
人财物完全由院士支配；出台一系列人才
培养制度和规划，为优秀人才、青年人才
成立创新团队，把管理才能、专业技术水
平高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支持自主规
划学科研究方向，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
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
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

而这，为他们引来了更多的“金凤
凰”。哈佛医学院博士后杨明从事的肿瘤
靶向药物研究是山东省肿瘤医院发展的重
点领域之一。为了将他招致麾下，山东省
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几次与他沟通，终于
说动他放弃了首都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待
遇，全职出任该院院士实验室主任。

“打造科技创新土壤，离不开学术氛
围和竞争氛围的营造，离不开科研精神的
传承。”医科院党委书记韩金祥说。这样
的科技创新土壤也使得该院孕育出一批世
界级科研成果。

从2001年到2011年，医科院接连涌现
出眼科学院士谢立信、肿瘤学院士于金明
两位院士。谢立信为山东建设了青岛眼科
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两家三甲专科医
院，两家医院经常接到从北京上海转诊来
的患者，在全国眼科医生眼中，山东是当
之无愧的全国眼科诊疗中心；于金明将精
确放疗技术应用于肺癌、乳腺癌、食管癌
等国人多发癌症，让山东肿瘤治疗水平达
到全国领先水平。

省医科院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诞生一批世界级科研成果

人眼用上动物角膜

7月7日，青岛市旅游局、交运集团
（青岛）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透露，为
方便市民和游客的前海旅游活动，进一步
优化旅游市场秩序，青岛出台《青岛市旅
游集散中心建设方案》，建立前海旅游集
散体系。

前 海 旅 游 集 散 体 系 布 局 为
“158951”。“1”是一条旅游通道，依
据胶州湾隧道与胶州湾高速、济青高速、
跨海大桥等入城通道大巴车总流量相当的
实际情况，先期构筑前海旅游通道；
“5”即火车站汽车站旅游集散中心、西
海岸汽车总站旅游集散中心等五处旅游集
散中心；“8”是八大接驳班线；“9”是
九大旅游站点；“5”是五条观光巴士线
路；“1”是指在各旅游集散中心合理布
局“青岛一日游”超市。
（□张晓帆 报道）

青岛构筑

前海旅游集散体系

（上接第一版）学会合理消费，增强人际交往。”生晓玲说。
莱州市双语学校4年级13班郑涵中的妈妈任玲玲，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近几天天很热，孩子在网上买的东西到了，看到快递员
站在太阳底下满头大汗，孩子跟她商量，要给这位叔叔10元钱让他买
根雪糕吃。能懂得别人的辛苦，是一个有爱的孩子。”任玲玲感慨。

“文明基因·孝诚爱”进课堂活动，得到了来自北京和济南的教
育专家的一致赞赏。“如果说以往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大水漫灌’式
的方法，那么现在莱州的实践就相当于‘滴灌式’教育，它将孩子的
学习活动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将其置身于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之中，
将解题过程转换为探求人生真理的过程，使单纯的数理化教学鲜活生
动起来，进而达到情理交融，触及心灵，润物无声，培养和提高其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CFP供稿
7月9日，渔民在祭海活动上表演海阳大秧歌。
当日，山东烟台2016胶东夏季祭海大典在海阳市连理岛拉开大幕，当地渔民以此方式祈愿风调雨顺、渔业丰收。

□记者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获得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省各级
财政累计向博士后工作站投入2亿多元，
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约74亿元。

马小航是海信集团与中国海洋大学联
合培养的博士后，现在在海信多媒体集团
研发中心担任常务副主任。他带领团队先
后推出了3代智能电视产品，研究开发的
“Android智能电视操作系统”为海信集
团新增产值15亿元，新增利税4 . 1亿元。
像马小航这样成功实现博士后科技成果转
化的例子，还有很多。

近日，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00
个单位设立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数量已达130个。目
前，我省已设立博士后站435个，其中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132个，主要分布在19所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03个，基本覆盖我省重点企事业单位、
主要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重要科研院所。截
至目前，我省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达3000
余人，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6200余
人。

青岛市2013年启动实施了“博士后培
养留青计划”，在全省率先将中央、省驻

青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流动站纳入市级财
政保障体系，包括建站资助、合作导师资
助、博士后生活住房补贴等十余项资助；
烟台市出台政策，对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给予30万元资助经费，每招1名博士后
由同级财政给予3万元一次性补助资助；
临沂市对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
性奖励50万元，对新设立的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一次性奖励30万元。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厅长韩金峰表示 ,博士后青年
创新人才，是一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高端
人才群体。建设人才强省，必须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博士后工作。

我省设博士后站４３５个，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3000余人

投入2亿撬动效益74亿

建设2条高铁，开工4条高速公路，实
施机场改扩建，开通临沂经昆明至东南
亚，经满洲里到俄罗斯，经蒙古、俄罗斯
到欧洲的国际班列……记者日前从临沂市
有关会议获知，三年内临沂将投资1500亿
元构建立体大交通，打通“一带一路”国
际交通走廊，把临沂提升为全国综合交通
运输新枢纽和“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新高
地。

作为“商贸名城、物流之都”，国际
化是临沂商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战略格
局方面，临沂市致力于打通“一带一路”
国际交通走廊，支撑商城国际化跨越发
展；联通国家综合运输主通道，推动跨区
域经济紧密合作。

根据规划，到2020年，立体大交通的
全面发展可保障临沂城区年4亿人次的公
交出行、全市1 . 2亿人次的跨区域出行、1
亿余人次外地游客出行和5亿吨的货物运
输需求。（□王洪涛 报道)

临沂投1500亿元

构建立体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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