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青岛3月25日讯 今天上午，青
岛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
青岛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的决定。

省委书记姜异康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群、杨东奇、张江汀、孟凡利、宋远
方、王文华、张少军、杨军出席。

会上，杨东奇宣读了中央关于青岛
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
定。中央批准张江汀同志任山东省青岛
市委书记，免去李群同志的山东省青岛
市委书记职务。

姜异康在讲话中说，对青岛市领导
班子建设，中央、省委历来高度重视。
这次调整是从大局出发，根据省级领导
班子和青岛市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需要，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通盘考
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姜异康指出，近年来青岛市委、市
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充分发
挥本土优势，深入推进蓝色引领、全域
统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综合竞争力
全面提升，建设宜居幸福现代化国际城
市迈出坚实步伐。李群同志担任省委常
委、青岛市委书记期间，工作卓有成
效，为全省和青岛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姜异康指出，中央、省委认为，张
江汀同志担任青岛市委书记是合适的。
青岛作为我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是
全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龙头”，在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对青岛市的发展，中央
十分关心关注，省委一直高度重视，广
大干部群众寄予厚望。作为全市的领导
骨干，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
治觉悟，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深刻把握
党中央关于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
求和目标任务，充分发挥青岛沿海开放
城市的优势，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全
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抓好
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严的要求落
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大力加强新
一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完善以民
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有效运行机制，不断
提高领导班子科学决策水平。要认真抓
好《准则》《条例》落实，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严肃换届纪
律，把正风肃纪牢牢抓在手上，着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进一步明确青
岛发展的思路措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
检验的实绩。

省委相信，以张江汀同志为班长的
青岛市新一届领导班子，一定能够团结
一心，凝心聚力，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扎实工
作，不断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
面，为推动我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程中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群在讲话中说，完全拥护、坚决
服从中央决定。相信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一定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
的决定精神上来，推动青岛各项工作再
上一个新台阶。在青岛工作期间，我与
青岛的同志们并肩战斗，一心为了让青
岛更具实力、竞争力，创新之城、创业
之都、创客之岛建设全面展开；一心为
了让青岛更加宜居、更具魅力，坚持绿
色发展，持续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一心为了让青岛人民更加幸福，确立了
“学有优教、劳有应得、病有良医、老
有颐养、住有宜居”民生目标，推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一心为了让青岛更加开
放、国际化，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一心为
了让青岛政治生态更加优化，切实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干部队伍工作
作风、水平、眼光得到深层次提升。衷
心感谢这些年来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的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衷心祝愿青岛在
改革发展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为全
省作出更大贡献。

张江汀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
央决定。他说，中央决定我担任青岛市

委书记，我深感担子很重，责任很大，
将倍加珍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团结
带领市级班子，紧紧依靠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心力，殚
精竭虑，勤勉工作。一是始终做到讲政
治、顾大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
把青岛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大局中去思
考、定位，切实把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
落到实处。二是始终做到明大势、谋发
展，充分发挥青岛的特色优势，积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注重保障和
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三是始终做到抓党建、聚
正气，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第
一责任人责任，从严从实抓好班子、带
好队伍、作好表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
好生态。四是始终做到自身正、敢担
当，强化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
识，自觉接受监督，培育良好家风，管
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中央和
省委对青岛的发展寄予厚望，我们一定
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共创青岛经济社
会发展新局面。

青岛市级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市级
老同志，各区(市)和市直各部门党政主
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青岛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宣布中央关于青岛市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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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件馆藏濒危文物

期盼更多文物“医生”

我省451家博物馆有专门文物保

护修复实验室的仅占25 . 28%，国

有博物馆文物医生不足200人……

世界大势：自由贸易浪潮不可阻挡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选择了充分利用

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亚洲经验：深入拥抱经济全球化

◆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深入参与经

济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信心：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

◆一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国，正为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带

来更多确定性，为不稳定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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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张江汀同志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同志不
再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职务。

张江汀同志任青岛市委书记

山东政府投融资重点项目

获商业银行819亿元贷款授信
□记者 姜宏建 通讯员 孔 进 严文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目前，已有14家商业银行参与我省政府投融资项目融资

工作，对我省政府投融资重点项目累计授信819亿元，发放贷款242亿元。
为保障全省棚户区改造、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政府投融资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2016年9月，我
省将政府融资服务银行由国开行、农发行两家政策性银行扩展到工、农、
中、建、交等国有商业银行和招商、中信、兴业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邮
政储蓄银行，并执行与政策性银行贷款基本相同的贷款条件。目前，已有
14家商业银行参与我省政府投融资项目融资工作。

拓展融资渠道半年以来，商业银行对我省政府投融资重点项目累计授
信819亿元，发放贷款242亿元。分项目看，棚户区改造项目授信266亿元，发放
94亿元；大班额项目授信312亿元，发放84亿元；农村公路安防工程项目授信
123亿元，发放19亿元；其他项目授信118亿元，发放45亿元。分级次看，省级统
筹项目授信440亿元，发放108亿元；市县独立对接项目授信379亿元，发放134
亿元。分银行看，邮储银行、农行、建行、工行分别授信191亿元、180亿元、168
亿元、149亿元，分别发放42亿元、29亿元、70亿元、66亿元，合计授信688亿元，
合计发放207亿元，占商业银行授信和发放总额的84%和86%。

习近平向博鳌

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开幕式致贺信
◆共同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

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向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16年以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

凝聚亚洲共识、推动亚洲合作、提升亚洲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
为东道主，中方为论坛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论坛历任理事、咨询委员
和各界人士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习近平强调，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
未来”为主题，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
注。希望与会嘉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解决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突
出问题贡献智慧，共同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进程。

本报讯 3月25日，政协东营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
泽浦同志为市政协主席。

陈泽浦同志当选东营市政协主席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公安部获悉，在“猎狐2016”专
项行动中，公安机关共从72个国家和地区抓获经济犯罪等境外逃犯951
名，其中19人为“百名红通”人员。

在这951名境外逃犯中，公安机关缉捕或配合缉捕“百名红通”人员
19名，协助缉捕职务犯罪逃犯67名、走私犯罪境外逃犯51名；成功引渡8
名境外逃犯，并实现中秘、中法间首次引渡；境外追赃9 . 99亿元。

全国公安机关还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开展打击利用地下钱庄转移
赃款专项行动，破获重大地下钱庄及洗钱案件380余起，打掉地下钱庄窝
点500余个。

据介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深化境外追逃追赃
工作，已累计缉捕境外逃犯2488名。

公安部副部长、“猎狐2017”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孟庆丰表示，
“猎狐2017”专项行动将继续以“压存量、控增量、追逃追赃并举”为目
标，推进境外追逃追赃常态化、专业化、精细化。既大力抓好缉捕工
作，紧盯在逃时间长、缉捕难度大的经济犯罪逃犯，全力追逃追赃，又
坚决遏制逃犯增量，全力做好防逃控逃、查赃控赃工作。

记者获悉，公安部在开展“猎狐2017”专项行动的同时，还将配合中国人
民银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组织开展“防范、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
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以及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治理工作。

“猎狐2016”专项行动

共抓获951名境外逃犯
◆其中19人为“百名红通”人员

◆境外追赃9 . 99亿元，引渡8名境外逃犯

□ 本报记者 王学文 张国栋
赵洪杰 李剑桥

3月初，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村，村
民张继忠的淘宝仓库获批建设。

这个投资300万元的项目，尽显这个
淘宝村第三代房子特色：占地两亩，一
栋别墅式三层住宅楼，一座淘宝商品仓
库。

湾头村跻身全国第一批淘宝村。
1600多户的村庄，800多户干电商。

湾头有湾，北靠小清河，南邻麻大
湖，采水草编花篮，延续了800年。正是
看中这一点，2002年阿里巴巴到村里发
展会员：只要在其网站注册，就可在其
上发布信息、销售产品。在麻大湖里熟

练张网的湾头人，不懂上网；拿惯锄头
的庄稼汉，不习惯握鼠标。惟有当过兵
的安宝忠，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将草
篮、草垫、草筐等草编产品卖到网上，
当年收入5000多元。

2003年淘宝网创建，又一批湾头人
投身电商。村里有名的“闷葫芦”安
雷，整天窝在家里。却隔一两天骑车去
趟县城，车后座用油布蒙着，也不知驮
了什么。两年过去，这家伙开回一辆皮
卡；又两年，换了辆轿车。原来他在开
网店卖老粗布，卖到全国，出口国外。

窝在家里也能买汽车！很多人眼
热，跟上来，却闹了些笑话：贾金台不
会在网上改签运费，满大街找人帮忙，
很多人连防伪标志都不会打……直到
2004年，省委组织部对农村党员开展远
程教育，村民才掌握了网络知识。

很快，湾头村的淘宝户发展到几百
家。张洪文原来给销售木制品的儿子打
工——— 儿子在网上接单，他加工制作。

2008年，52岁的他要自己创业！不懂拼
音，他买来幼儿用图画版拼音字母表，
对着图画学拼音，对着拼音练打字。半
年后他自立门户，每年收入近十万元。
干农活的手粗粗笨笨，他只会用一个手
指敲电脑，被称为“一指禅”。

2009年后，湾头开始第一波换车
房，几年内买车二三百辆。20岁刚出头
的安娜，原来在济南打工，2011年回村
干淘宝、卖草编，当年就买了辆二十多
万的“现代”。

双胞胎安凯旋、安凯通，原在工厂
上班，回村做电商的第二年，兄弟俩就
在县城买了上下两层楼的两套单元房。
从2011年起，湾头迎来第二波换车房：
县城一二百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四五
千元，湾头人抬手就买；很多人同时买
车，有的还买好几辆。晚上进城住宿，
白天回村淘宝，一部汽车连接城乡。

草编销量大，附近的水草不够用，
村里兴起近百人的经纪队伍。跑河北，

奔广西，下云南，甚至去了东南亚。村
民发货也不用跑县城了，26家快递公司
进驻村里，100多户买车跑物流。老人、
妇女继续发挥近千年的手艺，每天收入
上百元。从原材料到终端销售，湾头形
成一条草编产业链。

从2012年起，湾头村的淘宝事业增
添新力量。今年31岁的贾培晓，大学毕
业到胜利油田工作，2012年回村干淘
宝。大学生眼界宽，主意活，草编买全
国，卖全国，甚至卖到全球去。去年经
济形势不好，他还“卖了900万”。从
2013年到去年，全村考走大学生120余
人，回村50多人。

新生力量不只是本村大学生。老家
陕西的马耀飞，2013年到胜利油田看哥
哥，在网上了解到湾头的故事，骑车100
多公里找来。每晚花两块钱，他在村里
小旅馆住下。从旅馆老板儿子的房间接
出网线，开始了他的淘宝事业。现在马
耀飞在湾头娶亲成家，（下转第二版）

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传递新信号

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

永不停歇

淘宝村三换车房
“互联网+”时代农民不落伍，1600多户的湾头村800多户干电商

3 今日关注

虽有不错的企业和产品

但品牌仍是短板

叫响山东品牌应先从工业入

手，要有长远打算，更要善于发

掘、引导消费者的新需求……

□ 责任编辑 刘江波 廉卫东

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

磁条交易，各商业银行采取换卡不换号、实时发卡

等措施，加快存量磁条卡更换为金融IC卡的进度

目前，市场上流通使用的银行卡分为三种

适用于刷卡交易，

卡片上只有磁条无芯

片

适用于挥卡、插卡交

易，卡片上只有芯片

无磁条，又称IC卡

适用于刷卡、挥卡、

插卡交易，卡片上既

有芯片又有磁条

一是磁条卡 二是芯片卡 三是复合卡

业内人士提醒
噪磁条易读出和伪造，极易被人克隆盗刷

噪与磁条卡相比，芯片卡具有不可复制、存

储信息大、智能动态验证等多项技术优势

噪纯磁条卡用户应积极换卡，及早享受“安

芯”服务

数据：新新华华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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