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赵琳 通讯员 王震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27日至28日，全省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经验交流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翠云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
长王随莲主持会议。

吴翠云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一项长期任务，
要按照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抓好落实，确保会议精神
落实到位。要牢牢把握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社会
事业。要紧紧抓住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扎实推进各民族大团结。要着力做
好城市民族工作，努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她强调，党的领导是做好
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各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
导，着力抓好体制机制、工作基础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民族工作的科
学化水平，为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提供坚强有力保证。

王随莲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不断夯实基层民族工作基础。要
加强工作督导，对重点工作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各有关部门
要敢于担当、团结协作，推动全省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教育厅、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临沂市、滨州市作典型发言。会议期
间，观摩了青岛市市南区高邮湖路社区和青岛市天山小学民族工作开展情况。

□记者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 今天下午，副省长王书坚在济南会见苏格兰总商

会主席蒂姆·阿兰一行。客人此行主要目的是在烟台设立办事处，加强深化
与山东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推进两省区之间交流合作。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 今天，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第八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原国务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老科协会长陈至立，副省长季缃绮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陈至立指出，多年来，山东省老科协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团结和组织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在推动科技进
步、开展科学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作
出了积极贡献。

陈至立要求，老科协组织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群团组织发展道路；要紧跟时代步伐，组织老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
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热潮，在推动全社会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要
坚持服务老科技工作者的宗旨，提高组织管理与服务水平，努力建好老科技工
作者之家，当好老科技工作者之友，竭诚为老科技工作者多办实事好事。

季缃绮希望大会选举产生的山东省老科协新一届理事会，团结和组织广
大老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继续关心科技
发展、关注科技问题、关爱科技人才，为推动山东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朱正昌同志担任省老科协会长，陆懋曾
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会长。

□记者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 省政府今天召开全省安全稳定电视会议。副省长

孙立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立成强调，省委、省政府对做好“五一”节日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高

度重视，主要领导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风险意识、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维护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
研究并安排部署，确保社会秩序井然。要特别注意热点景区的人员导控，强
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加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力度。加强食品监督检查和
专项抽检力度，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向餐桌、流向市场，严防群体性食物中毒
发生。健全分级负责、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强化协调联动配合，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努力为“五一”节日和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记 者 王亚楠
通讯员 杨 宇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 山东农业大
学付道林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在太谷核
不育小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功
克隆太谷核不育基因并对其机理进行了
探讨，为将来实现小麦等作物的杂交制
种创造了条件。4月28日，国际著名学
术期刊《自然通讯》以《小麦Ms2基因
编码的稀有蛋白导致禾本科植物的雄性
不育》为题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普通小麦属于自花授粉作物，由于
遗传基础狭窄，致使高产杂交育种研究
的难度非常大，寻找雄性不育遗传资源
是攻克这个难关的首要问题。1972年，山
西省太谷县农业技术员高忠丽在田间发

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小麦。1979年，中
国农科院邓景扬博士将这个小麦命名为

“太谷核不育小麦”，并将其不育基因命
名为Ta1（国际基因代码Ms2）。

1981年，中国农科院组织开展太谷
核不育小麦的利用研究。到1994年，有
关省市利用太谷核不育体系培育出20多
个适应性强、高产和优质小麦品种，推
广面积7000多万亩。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农科院刘秉华研究员创制出“矮败
小麦”，即矮秆和不育紧密连锁的太谷
核不育小麦，中国农科院又组织了72家
育种单位协同攻关矮败小麦育种技术。
截至2009年，全国建立了矮败小麦轮选
群体210个，育成品种42个，推广面积
1 . 85亿亩，增产粮食56亿公斤。

太谷核不育基因Ms2属于“国宝
级”基因，为确保我国对该基因的自主
知识产权，国家倾注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来克隆Ms2基因。尽管小麦基因组庞
大、基因复杂，Ms2基因克隆难度非常
大，但有关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锲而
不舍地进行攻关。2000年山东农大孙兰
珍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开
展Ms2基因的遗传标记研究；2010年，
付道林团队开始利用图位克隆技术进行
Ms2基因的克隆研究，并在2014年得到
国家自然基金资助。

付道林团队研究人员发现，Ms2不
仅可以导致小麦雄性不育，也可以在大
麦和短柄草中引起雄性不育的表型。由
此说明，Ms2不仅可以在小麦育种或生

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很有可能在其他
作物育种中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山
东农业大学已经针对该基因及其启动子
的应用申请了国际和国内专利。

山东农业大学一直是“太谷核不育
小麦”全国大协作的主要参与单位。育
种专家孙兰珍教授带领团队开展太谷核
不育辅助育种，并于1990年选育出冬小
麦品种“鲁麦15号”，1995年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农大作为主要成
员也参加了矮败小麦的协同攻关项目，
作为第六位完成单位荣获2010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

付道林说：“通过这一发现，我们
期待对提高我国小麦育种水平、提升种
业国际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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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召开
吴翠云出席并讲话

王书坚会见苏格兰客人

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全省安全稳定电视会议召开

□记者 李子路 通讯员 刘冠伟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今天到泰安检查指

导“五一”节假日安保工作。
孙立成先后到泰山天外村和中天门游人中心、岱顶派出所、泰山消防中

队、泰山景区管委会等地检查指导各项安保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安全观念，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各项措施落实，维护景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群众欢度“五一”
节假日。要抓牢关键环节，完善应急预案，重点加强景区游客疏导、旅游客
运安全管理、景区消防安全检查、社会面治安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坚持
重在经常、抓在日常，尤其在重要时间节点、敏感部位，更应常抓不懈。既
要强化安保措施，也要注意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欢度“五一”
节假日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为群众欢度“五一”

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 “不逾矩不——— 韩天衡学艺70年作品展”今天上午

在山东博物馆开幕。本次作品展持续到5月20日，展出包括书法、绘画、篆刻在
内的近300件作品。

本次展览是韩天衡先生学艺70年作品展的第七站，也是展品最为丰富的
一站。自2015年起，展览在杭州、武汉、上海、澳门、昆明等地相继展出，誉满海
内外。本次在省博物馆展出的300件精品力作，创作时间从1960年至2017年。其
中巨制水墨《松云皓月图》、重彩《杨万里诗意图》，书法《涛声》、《不逾矩不》等
极具震撼力。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不”是这次展览的主题。韩天衡
表示:“不”并非是轻率狂妄的否定，而是艺术前行的动能。循矩而又不囿于矩，
在肯定中作智性的不屈不挠的否定，才能在艺术上从心所欲，敢于越陈规，创
新貌。推新出新，常变常新，才能使艺术生命常青。

2016年6月，韩天衡被命名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上书法代表
性传承人”。他将弘扬海派艺术文化视为己任，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他心
怀公益，将1136件艺术创作和收藏珍品、一万多册图书捐给国家；捐款2000万
元成立韩天衡艺术教育基金，支持文化艺术活动，推广传统艺术。

本次作品展由山东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山东省文物局等联合主办；山东博物馆、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等联合承办。

韩天衡学艺70年作品展
在省博展出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在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
区，提起社区民警周军华，居民都会
连声称赞，称他是亲人。从2011年4月
起，周军华担任金都社区民警。短短
6年时间，缘何让整个社区群众都为
之点赞？或许从周军华的一句话中找
出答案：“为群众做事，再多也不为
过。时刻在群众中，与群众打成一
片。”

周军华刚接手金都社区警务工作
时，这里尚属城乡接合部，面临着城
中村改造、企业退城进园等复杂现
状，邻里纠纷多、发案频繁、治安混
乱。周军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吃在
警务室，住在派出所，将社区的治安
状况彻底扭转。“当时人员复杂，流
动人口多，为了尽快掌握情况，我挨
家挨户走访。碰到租户多、业主工作
繁忙的住宅楼，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
掌握信息。有一栋只有32户的住宅

楼，我走访了近一个月时间，才掌握
到全部信息。”周军华说。

周军华还建立了20多个QQ群、
微信群，在群里交流防控信息。周军
华当上了群主，建起了网上警务室。
在周军华的努力下，金都社区的治安
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发案
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一位
来自广东省的生意人，偶然一次机会
发现金都社区良好的治安环境后，第
一时间决定在社区购房入住，并不断
向自己周围的朋友推荐这个社区。

社区警务工作琐事繁多，周军华
赢得辖区群众信任靠的是精心、细
心、实心。初到金都社区，周军华就
坚持每天在社区里巡逻的习惯，坚持
入户走访掌握群众情况。由于腰椎间
盘突出，周军华一度行走不便，但
2013年大走访时，在妻子或女儿搀扶
下，周军华坚持爬楼入户走访，走访
数量位列分局第一，远超出第二名一
倍多。

民警周军华一年扭转社区治安

细心实心赢百姓心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强 王廷

对泰安市交警支队泰山区城东大
队副大队长韩建军而言，2014年是个
特殊年份，这一年，他先后被评为
“齐鲁先锋警员”、“山东最美警
察”和“中国好交警”。

1995年，22岁的韩建军成为一名
公安巡警；4年后，因交巡警合并，
他又成为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一
名交通警察，从此与路结缘，一干就
是18年，用真诚服务获得市民赞誉，

韩建军本可以坐在办公室遥控指
挥，但他坐不住，必须亲临一线，与
同志们一同战斗，只有这样他才有成
就感。他每天依旧是早上七点准时出
现在路上，一天不少于12个小时的工
作，他把这当作是种充实。

他所分管辖区是泰城车流量最
大、最繁忙的街道之一。他研究总结
出“高峰限时禁左”、“车流快出慢

进”等工作方法，效果明显。
在路上执勤久了，过往市民逐渐

与韩建军熟络起来。由于终日在户外
执勤，皮肤晒得黝黑，而被市民亲切
地称为“小黑哥”。

韩建军说，作为交警就要做到
“眼勤、嘴勤、腿勤”。

几个月前，一名女子因孩子摔破
了头，身上带钱不多，情急之下，就
向正在执勤的韩建军求助。当时，他
立马从身上掏出100元钱给她。

还有一次，他晚上下班，正好碰
到一名妇女抱着孩子慌慌张张地奔
跑，韩建军感觉不对，就跑上前去询
问，才知孩子生病需要送往医院。韩
建军就开车送这娘儿俩到医院，并抱
着孩子从医院一楼跑到三楼，帮忙将
住院手续办好。

从警22年，韩建军不知做过多少
这样的好事。他称这样做并不是因为
自己是名警察，“只要老百姓需要帮
助，有十分力绝不出九分！”

交警韩建军十八年坚守在路上

眼勤腿勤获市民赞

我省科学家成功克隆国宝级小麦基因
◆为小麦等作物杂交制种创造条件 ◆将对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 本 报 记 者 杜文景
本报实习生 纪 伟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
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新型机场建设
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源；钢铁等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更是
突出绿色环保，处理好新旧动能的接
续和转换问题。

4月27日，记者跟随媒体采访团
走进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工地、日
照钢铁精品基地，见证新旧动能转换
的新速度。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运行等级世界最高

可起降空客380

进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施工现
场，首创国内单体五指廊造型的主体
航站楼一期，呈巨大“海星状”，格
外醒目。

“单体五指廊造型的设计不只好
看而且实用。”青岛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交通专业负责人李帅介绍说，“旅客安
检后最大步行距离在550米以内；航站
楼国际指廊居中，航班中转高效，国内
转国内中转时间在45分钟以内（中国
民航标准为90分钟以内）。”

除了造型上的“新”，青岛新机
场还首次将高铁、地铁同时引入航站
楼，是国内首个集高铁、地铁于一体
的零换乘综合交通中心，实现了交通
方式的无缝连接；还是首个将城市综
合管廊引入航站楼的机场。

“计划2019年建成使用，将形成
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50万吨的巨大磁场能量。”青岛新
机场建设指挥部总工办规划设计负责
人李丹丹告诉记者，新机场的运行等
级为4F，是目前世界民航运输最高等

级，可起降空客380、波音787等目前
民航运输最大机型。

新型机场的新动力源作用体现为
发展结构调整中的内生力，着力点是
为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提供新支撑，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全球范围看，由城市中的机场
到机场中的城市，以机场为核心的临
空经济区，正成为世界范围内大中城
市转型升级的新模板。

去年10月20日，青岛胶东临空经
济区成为首批“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
区”。“通过新机场把客运人流吸引过
来，在新机场周边聚集起以高端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区、物流
区、会展区、商业区、居住区、酒店休闲
娱乐区，把人留下来。”李帅告诉记者。
据国际民航组织测算，每100万航空旅
客，可产生18亿元的经济效益，提供
5300个就业岗位。由此测算，到2025年
新机场将带来 6 0 0多亿元的经济效

益，带动就业30万—50万人。

日照钢铁精品基地———

环保投资比例国内最高

废水“零”排放

走进山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给
人的第一感受就是空气清新，没有印
象里钢铁企业的“冒烟咕咚”。

整个厂区废水循环利用，实现
“零”排放；科学利用变废为宝，无
废渣直接流向社会；环保执行最严
“标准”，排放指标居世界领先水
平……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环保投
资达到64 . 7亿元，是目前国内环保投
资及比例最高的钢铁项目。

“我们在厂区内预留了1 . 78公里绿
化整治海岸线，今年开始的一期整治
工程就会投入6900万，在沿线沙滩建
设50米宽的绿化带。在综合绿化整治

的基础上，未来计划建设‘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工业旅游区。”山东钢铁集团
日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文介绍说。

在注重绿色环保的同时，产品的
结构也由低端向高端迈进。产品主要
是海洋用钢、工程用钢以及汽车和家
电用钢，填补了省内的空白。“日照
钢铁精品基地项目的大型化、自动化
装备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也
是采用了最先进的。”谢文说。

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建成后将
形成炼铁810万吨/年、炼钢850万吨/
年的生产规模。将吨钢水耗设计值控
制在3 . 2吨以下，利用干熄焦、高炉
煤水干法除尘、转炉煤水干法除尘的
“三干”节水技术降低水耗。同时，
采用海水直冷、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
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替代大量新水，并
在废水回收处理阶段采用调节池+高
效澄清池+均值率料滤池水处理工艺
进行预处理后全脱盐回用。

两大工程见证新旧动能转换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源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工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运行等级为4F，是目前世界民航运输最

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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