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成都9月13日电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13
日在四川成都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

习近平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
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
业。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对中国经济和就
业的综合贡献率已超过10%。未来5年，中国将有7亿人次出境旅游。
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壮美山川、多样风情，我们热情欢迎
各国旅游者来华观光度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为推动全球旅游业发
展、加强国际旅游交流合作发挥着积极作用。希望各国以这次会议为
契机，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向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

全体大会致贺词
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深圳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
促进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中俄教育合作深入发
展，两国高等院校交流更加密切，为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
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俄联合创办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是两国人文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俄两国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发挥各自
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完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各项建设，努力
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作、增进两国
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教育合作一直是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两国高校直接交流逐年扩大，互换留学生交流实践日趋完
善，两国中学生在对方国家疗养营地度假已成为常态。我相信，在两
所知名大学基础上创办的俄中大学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
互理解。该校毕业生不仅在俄中两国、也将在世界受到欢迎。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

习近平同普京

分别致贺辞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3日讯 华东六省一市政协第二十四次提案工作座

谈会今天在济南召开。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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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中央、全国政协
关于加强和改进提案工作的部署要求，总结交流经验，研究探讨思
路，推进提案工作上新水平。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傅克诚出
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会议并致辞。

刘伟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他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
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取得新成效。山东省政协坚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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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领，不断规范提案审查
标准，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提案督查成效显著，提办质量逐年提
升，提案作用得到发挥，为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与社会和谐稳定
作出了贡献。华东六省一市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为我们架起了沟
通联系、相互学习的桥梁。山东省政协将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市政
协提案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改进工作、提升水平，推动我
省政协提案工作创新发展。

傅克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俞正声主席高度重
视政协提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政协提案工作提供了遵
循。近年来，华东六省一市政协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有效推动了
提案工作创新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提案工作科学化水平，就必须落
实提案工作各项职能，就必须始终坚持质量为主攻方向，就必须深
入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断总结工
作经验，明确工作定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赵润田主持会议。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蔡威、江苏
省政协副主席徐鸣、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建满、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邵国荷、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杨根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姚亚平和山
东省政协秘书长张心骥出席会议。各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负责同志
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华东六省一市政协

提案工作座谈会召开
傅克诚出席 刘伟致辞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3日讯 截至今天，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

办第二十四批信访件270件（来电112件、来信158件）中，已办结261
件，现予以公开；正在办理9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开。

已办结261件案件中属实215件，不属实46件。办理情况：责令整
改283家，立案处罚39家，罚款金额141 . 11万元。对相关责任人员约谈
28人、问责14人。

中央环保督察组

第二十四批转办信访件

已办结261件

食安山东，百姓获得感从哪里来
拳头落在重点难点上，监管“跑”在风险前头

□ 本 报 记 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曲广欣

“百菜独有白菜好，诸肉唯有猪肉
香。”84岁的淄博退休教师杨华久居济
南女儿家，很想吃一口正宗猪肉。她得
知章丘曹范镇的猪肉香，9月10日一早，
便让女婿开车拉着她来赶北曹范大集。

老太太转了半天，总是感觉不放
心，这时看到一位穿着制服的食药监
执法人员，便走过去问：“同志，都说这
里肉好吃，你给俺推荐个摊吧。”

执法人员满脸笑容：“大妈，这个
集上的肉都是有‘两证两章’的，您老
放心买就是。”

老太太还是有些疑惑。
这位执法人员又说，我是曹范镇

食药监所的所长李大勇，我向您保证，
这里的肉没问题。

老太太直言，这“证”“章”啥意思？
李大勇说，生猪运至定点屠宰厂

后，由兽医站工作人员负责检疫，检疫
需把好“三关”：进厂关、屠宰关、出厂
关。对检疫合格的猪肉加盖印章，“两
证两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
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和《动物产品检疫
合格印章》）齐全猪肉才准予出厂。

听罢，老太太放心地在一个肉摊
上割了3斤五花肉。当天中午亲手做了
红烧肉。家里人说，这肉真的很香哩！

老人高兴地说：“那是，还真品到
了小时候的猪肉香味儿！”

“还真品到了

小时候的肉香味儿”

□ 本 报 记 者 白 晓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李颖慧

仓库里干甜椒堆成小山，车间内机器
飞转，经过长长的流水线，被加工成辣椒
粉、辣椒酱，出厂后即直接装车走上欧美
之旅。这是近日记者在位于胶州的青岛柏
兰集团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就凭借辣椒
加工，这家企业年销售额过5亿元。

柏兰红火的辣椒生产贸易是胶州辣椒

产业的一个缩影：中国是世界最大辣椒出
口国，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50%，而
胶州则是全国最大的辣椒加工出口集散
地，占全国七成市场份额。全市现有辣椒
加工企业约365家，25家年销售收入过亿
元，6家省级龙头企业，每年辣椒交易量
120亿元左右，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重要辣
椒交易中心。

令人称奇的是，胶州并不是辣椒主产
区，“堆起”这一全球交易中心的是远在
万里之遥的新疆辣椒。

胶州的辣椒产业起步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到九十年代，本地辣椒产量已远远不
能满足需求，辣椒商的足迹也开始遍布全
国乃至全球。而最适宜辣椒生长的新疆，

很快进入胶州的视野。2000年后，新疆辣
椒种植开始飞速发展。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新疆
和静县推广辣椒种植，目前，和静县的辣
椒种植面积已达6万5千亩。”72岁的郭培
正是胶州当地有名的“辣椒大王”，也是
青岛柏兰集团的创始人，公司每年从新疆
收购辣椒3万多吨。

目前，新疆地区辣椒的总产量大约30
万吨，其中2/3被胶州辣椒企业收购加工。
而几十万吨的优质新疆辣椒，让胶州成为
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也成就了“世界
辣椒看中国，中国辣椒看胶州”的美名。

而在对口援疆的大背景下，辣椒被赋
予新的内涵，胶州与新疆之间，围绕辣椒

取得的扶贫佳绩令人关注。
策勒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以前老百姓

主要种植小麦和棉花，一年下来只能挣几
千块钱。3年前，经营辣椒色素的胶州人
傅军来到这里，为让乡亲们安心，他把家
安在了策勒，还出钱买种子，按每吨8000
块钱的保底价与大伙签订收购合同。试种
第一年，五六户农民就挣了10多万元。

在新疆，像傅军一样推广辣椒种植的
胶州人有200多人，他们通过“企业+基地
+农户”的形式开展扶贫协作。目前，他
们推广的60万亩辣椒田遍布天山南北，当
地农民年亩均增收2000多元，为超过10万
以上的新疆群众提供了直接就业机会。

（下转第二版）

新疆辣椒胶州“堆出”全球交易中心
优势互补，小产业做出东西扶贫协作大文章

□ 本 报 记 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栾振兴 赵洪涛

几年前，荣成曾发生这样一幕：泰祥
集团将400多吨、价值1000多万元的速冻
水饺，倒入自己挖掘的大坑里填埋了，在
场许多员工为此心疼地流下眼泪。集团
董事长于建洋没有落泪，“这批货是出口
的，因微量元素超标遭到退货，这是我们
的过失，如果出口转内销，则是罪上加
罪，所以要彻底销毁，从头再来。”

此后，痛定思痛的泰祥人采购全球
一流生产设备，配备专业技术团队，建
起检测大楼。如今，作为“食安山东”
品牌引领企业的泰祥集团，早已筑牢
“食安篱笆”，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
标等殊荣花落泰祥。

省食安办主任、省食药监局局长马
越男告诉记者，始于2014年4月的“食安山
东”品牌引领行动为山东独创，跨行业、
多层次、全方位，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
链条食品产业，包括创建农产品、水产养
殖、食品生产加工等。山东不断加大品牌
引领企业的信息公开力度，健全企业信
用档案，完善信用累积、评价、共享及“黑
名单”制度，倒逼企业再升级。

目前，全省已认证“三品一证”农
产品10706个，食品生产示范企业466
家、食品流通单位4633家、餐饮示范单
位2063家。数字的背后，是老百姓“食
安山东”获得感的提升。

济南市历城区市民张立勇的食品安
全获得感，来自于他最爱吃的那口粉皮
炖肉。

“最让我放心的是，现在能用手机
扫包装箱上的二维码，生产商户、配
料、产品执行标准等一目了然。”张立
勇爱吃章丘北套粉皮，前些年，这粉皮
又粗又乌不筋道，“趴窝”了，现在的
粉皮吃起来踏实、放心。

“趴窝”的粉皮是怎么唤醒的？章丘

区食药监局局长鲁德刚说，监管人员进
驻北套村，按一查、一规、一码等“十个
一”标准规范业户，不仅对粉皮配料、加
工程序进行监督，还让生产者在包装箱
上打上二维码，追根问责。这么一来，传
统美食又“醒”了，眼下，北套村的粉皮加
工生意已做到了全国。 （下转第二版）

□记者 王世翔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9月13日，聊城市茌平县金香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村民在晾晒丰收的谷子。金秋时节，当地

秋谷晒满庭院，金黄一片，到处是丰收的喜悦。
秋谷丰收

提升国企资产证券化

我省迎来宝贵窗口期

针对大部分国企资产沉淀在

“实物”形态的情况，未来3到5

年重点推动国资证券化……

3 今日关注

运动会纪录40年无人破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30年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

跳、投掷等指标，我国学生体质

健康国家标准一直在降……

7 国际国内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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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江波 王召群

守护舌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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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引领

监管“跑”在风险前头

“双安双创”

目前，全省已认证“三品一

证”农产品10706个

466家

食品生产示范企业

4633家

食品流通单位

2063家

餐饮示范单位

我省已将13950家

食品生产企业划分为

4个风险等级

建立起全省统一的舆情

监测处置平台，24小时监

测，发现问题立即处置

噪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中，山东入选城市

占三分之一

噪目前，全省有国家、省级食品安全创建市

13个、县73个，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市3个、

县69个，居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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