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10月12日，大众报业集团大型系
列融媒体报道“殷切的期望 最实的担当·总书记牵挂的民
生事”推出安全生产篇。

安全生产篇分为牢记嘱托、铿锵脚步、攻坚克难、安全
山东等四个版块，全景展现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责任
和担当，以问题为导向，以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
重点，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着力强
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着力堵塞监督管理漏洞，不断促
进制度升级、理念升级的不懈努力。

此前，“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推出的脱贫攻坚篇、食
品安全篇，通过大众融媒全媒体矩阵发布，并被人民网、央
视网、新浪网、东方网等20余家媒体转载，引发读者和用户
热烈反响(相关报道见3版)。

（详见大众日报，新锐大众、山东24小时、齐鲁壹点、
半岛等新闻客户端和大众网）

“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

今天推出安全生产篇
已推出的脱贫攻坚篇、食品安全篇

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安全生产：为了0前的那个1A1版 牢记嘱托

A2版 铿锵脚步 山东安全生产史上的“关节点”

A3版 攻坚克难 “进区入园”破解“化工围城”

A4版 安全山东 连续双下降 安全再攻坚

历史的回声总是铿锵有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新
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
见面，１５００余字演讲中，１９次提到“人
民”。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人民”始终
处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的中心位置，始终贯穿于一系列重
大战略举措、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
之中。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这个有着８９００
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将率领１３亿人
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７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
意味深长的号召：“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
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
的彼岸。”

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只要我们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
走向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鲜明政治本色，是“中国之治”
的“政治密码”

１０月１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响起枪
声，５９条生命戛然而止。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治安状况恶
化，经济复苏乏力，政坛恶斗加剧，社会
分裂加深……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影
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
方之乱、中国之治”背后根源何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更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
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来
治国理政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答。

——— 全面从严治党，保持与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以此赢得民心。

五年来，一场坚定不移的反腐之战展
示出一个执政６０余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决
心；一场空前严格的作风建设清流彰显着
一个建党９０余年的大党不忘初心的自觉。

在反腐斗争中，中央纪委共立案查处
中管干部２８０多人，周永康、薄熙来、徐
才厚、郭伯雄、孙政才、令计划等曾位居
党政军要职的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铁腕反腐，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习
近平总书记说：“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
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
待。”

——— 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以此激发民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进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重视乡村教育；统一城乡户口登
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一系列重大改革开花结果，改革红利
更多惠及百姓生活。

——— 全面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公平正义，以此凝聚民意。

１９９５年，２２岁的聂树斌含冤而死；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他
无罪。

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
３７１８名被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立案
难、诉讼难、执行难”的顽疾逐步破
解……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除藩篱，公平
正义大放光彩。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
少，以此惠及民众。

河北国税局王建平至今记得第一次进
驻康保县西于发营村时的“冷”——— 零下
３０多摄氏度，可村民的眼神比风还冷：
“看着吧，这些干部屁股坐不热还得
走。”

一入夜，村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建平
买来１０盏太阳能路灯。路灯亮了，村民们
心里的灯也点亮了。

“扶贫，把党员干部的形象在百姓心
里扶了起来。”王建平说。

（下转第四版）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 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

□ 本报记者 魏然 赵君 赵琳
齐静 依盟 一颖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这是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山东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翘首以盼、欢
欣鼓舞，细说获得感、展望十九大、畅谈
中国梦，表示一定要团结一心、砥砺奋
进，以满腔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迎接盛
会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继续努力奋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年
砥砺奋进，五年成就辉煌。我省党员干部
和广大群众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五

年。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坚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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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指引，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老百姓收获
满满获得感。

“幸亏当时医保报销了7万多元，又
获得近3万元的医疗救助金，这才解了一
家人的燃眉之急。”两年前，高青县田镇
宁家村的宁云福患了缩窄性心包炎并伴有
并发症，做心包剥离手术花了24万多元。

宁云福说，“要是没有这笔钱，现在家里
还不知道会是啥样子。”

据统计，我省六成左右的贫困人口是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近年来，我省出台
大病救助、大病保险的系列保障政策，除
了医保报销外，省级财政每年还列支临时
救助资金1亿元以上，列支医疗救助资金3
亿元以上。对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支
付后个人自负费用仍有困难的，加大医疗
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地处黄河
滩区的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村村民徐清

海，几年前从老村搬入新建的竹林社区，
住进了二层小楼，摆脱了祖祖辈辈“建了
拆、拆了建”的窘境，实现了真正的安
居。“现在道路交通便利，农村生活丰富
起来，看电影、跳广场舞，样样不少！村
民发展副业种大棚，连拉呱都是‘在哪干
活，赚多少钱’！”徐清海说，乡亲们都
盼着十九大召开，能带来更多好政策，
“听党的话跟党走，有好政策大伙儿更得
加油干，日子才会节节高。”

法者，治之端也。时代呼唤法治，人
民期盼法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立
案登记制、司法责任制、内设机构改革、
破解执行难等制度举措的实施，真正实现
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极大提
高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山东舜天
律师事务所主任刘丕峰说，相信十九大以
后，司法改革将继续深化，法治的阳光一
定会更多地照进人们的心田。

济南曜阳国际老年公寓负责人曲夕彦
最近很忙， （下转第二版）

五年收获满满，喜盼盛会开新篇
——— 我省党员干部群众热切期盼十九大胜利召开

■开栏的话
又到硕果飘香时。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农民的笑脸。过去五年里，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铿锵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收获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累累硕

果，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在这丰收时节、历史时刻，本报记者奔赴齐鲁大地，深

入田间地头、厂矿车间、机关单位，真实记录此刻人们的所想所盼，用心感受五年

变革与百姓所得，深刻体会党心与民心同频共振，原汁原味呈现在自今天起推出的

《十九大时光》专栏。

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多个贴心“首次”为中外记者采访带来诸多便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
11日，设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大
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为境内外记者采访十九大提供服务
保障。

十九大新闻中心驻地设置了新
闻发布厅、个别采访室、融媒体访
谈室等功能区，为记者提供新闻采
访、资料查询、电视公共信号等方
面的服务和保障。新闻中心将组织
一系列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
集体采访、专题新闻发布会，以及
组织外国记者和港澳台记者在北京
及周边城市参观采访活动等。

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胡孝汉介
绍说，新闻中心从硬件设施和软件
系统两个方面提高服务水平。如大
幅增加了记者工位，由十八大新闻
中心时的46个增加到170个；同时，
大幅提升信息保障水平，媒体通信
区由2个增加到4个等。

记者注意到，新闻中心多个贴
心的“首次”为中外记者采访带来
了诸多便利，如首次开通微信公众
号，首次开发使用记者报名注册系
统，首次开发使用境外记者采访申
请系统等。

□新华社发
10月11日，记者在十九大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厅领取图书资料。

全省秋收接近尾声

秋粮预计再丰收
玉米总体生产形势是近几年来

最好的一年……

2 要闻

我省高校发挥资源优势

对口认领扶贫重点乡镇
截至目前，已有90所高校认领

重点扶持乡镇191个……

3 今日关注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我省不断加大残疾人康复救

助力度，5年来累计为179 . 03万残疾人提供了基本康复服务，其中
77643名0-6岁残疾儿童接受免费抢救性康复，3324名听障儿童接受免
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目前已基本实现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有一做一”。

据介绍，我省创新实施的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已覆盖享受低保的
各类残疾人，全省累计有122 . 61万人次和124 . 09万人次残疾人分别享
受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我省还率先实施重度残疾人提前5年领取养
老保险金政策；建立残疾人托养照料机构404处，为15 . 65万人次残疾
人提供托养照料；对2 . 1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
造，城市无障碍设施覆盖率达75％以上。

在残疾人教育培训方面，全省累计为9 . 8万人次和23万人次残疾
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鼓励开办盲人保健（医
疗）按摩机构1458个，培训盲人保健（医疗）按摩师4413名。在就业
创业方面，探索建立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定向招录（聘）残疾人制
度，全省有54 . 4万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

我省5年来为179万残疾人

提供基本康复服务
听障儿童人工耳蜗基本实现“有一做一”

□ 责任编辑 刘江波 王召群

□记者 赵君 张晨 通讯员 袁钰姣 李启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省是地震灾害多发省份之一，地震活动具有分布

广、强度大、震源浅和致灾严重的特点。近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山东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首次把农民个人自建住房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写入
地方性法规。条例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全省建设工程按照不低于地震烈度七度进行抗震设
防。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建设工程，
其抗震设防要求应当在国家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小区划图、地震
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档确定，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
定。

建筑抗震以预防为主，抗震设计是关键。《条例》完善了建设工
程抗震设计专项论证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在其他地方性法规已经
将超限建筑工程和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建筑工程纳入抗震设防专项
审查的基础上，《条例》将养老院建设工程列入抗震设防专项审查范
围。”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利介绍。

长期以来，我省乡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相对薄弱。为此，
《条例》明确，农村居民个人自建住宅符合农村民居建筑抗震技术要
求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补贴。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乡村建设工程抗震设计、抗震施工的监督
管理和技术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推广实行限额以下
乡村建设工程服务协议制度。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机构按照服务协
议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全省建设工程按不低于七度抗震设防

农民自建住房抗震设防

首次写入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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