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黄露玲 杨 鹏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2

本报泰安10月11日讯 今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东奇围绕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到泰安市泰山
区、岱岳区、东平县调研。

杨东奇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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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把广大干部的心思和精力
凝聚到加快推进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来。要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意见（试
行）》，健全完善正向激励、考核评价、容错纠错、澄清保护机制，做
到上级为下级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干部为事业担当，更好地推动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山东落地生根。他说，基层一线是干事创业的
大舞台，要特别关注那些长期扎根基层、勤勉奉献的干部，落实好关
心关爱各项制度，切实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对担当作为、成绩突
出的先进典型要及时进行宣传表彰，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记者 赵 君 通讯员 张博韬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组来我省进行专题调

研。今天上午，调研组在济南听取我省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情况汇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浩出席汇报会
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黄小晶、
王庆喜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于晓明主持，副省长
王随莲代表省政府作汇报。

陆浩指出，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全力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治
理，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推进大气环境质
量逐步改善，让人民群众有一份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于晓明指出，多年来，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环境保护这一重
点，以问题为导向，加大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取得了一些成效。全
国人大环资委这次专题调研，是对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全面检
查。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王随莲说，我们将以钉钉子的精神，认真抓好国家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落实，强化环境执法监管、督导检查和考
核问责，确保各项措施落地生效，坚决打赢秋冬季蓝天保卫战。

调研组将先后赴济南、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青岛等市调研。

□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李 明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我省“忠诚

型、服务型、公信型、创新型、智慧型、学习型”基层检察院建设取
得成效，167个“一站式”检察服务大厅已在全省基层实现全覆盖，
群众满意度从90 . 02%逐年提升到94 . 74%。

据介绍，全省基层检察院加强刑事、民事、行政、控告申诉和未
成年人等各项检察监督，开展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惩防扶
贫领域职务犯罪等多项监督活动，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残
障人员等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司法保护，将法律服务送到“村头、
街头、地头”，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012年以来，全省基层检察
院共批捕刑事犯罪嫌疑人219086人、起诉405349人；监督刑事立案
7337件，监督撤案8058件；抗诉刑事案件1959件，提请民事、行政案
件抗诉1866件，提出民事、行政再审检察建议2346件；监督纠正刑罚
执行违法情形5496件；立查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17819人。

同时，我省派驻检察室延伸法律监督触角，打造“家门口的检察
院”，打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5年来共办理
法律监督案件4 . 7万件，提起公诉轻微刑事案件12447件，协助查办职
务犯罪案件6484件，化解矛盾纠纷1 . 5万余起，帮扶群众2 . 5万余人。

□记 者 付玉婷
通讯员 王利峰 朱向前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1-8月，山钢实现
营业收入874 . 73亿元，利润总额21 . 89亿
元，同比减亏增效35 . 32亿元，所创利润
为近9年最好水平。作为全省最大的钢铁
联合企业，山钢曾多年亏损。从曾经的
“老大难”到如今捷报频传，这家企业用
了仅仅不到两年时间。

2016年年度工作会上，山钢发起一场
以改革、转型、创新为主题的大讨论，就
是从那时开始，“改革是当下企业唯一出
路”的理念逐渐成为山钢人共识。

观念一变天地宽。去年，山钢搭乘山
东国企改革快车，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获批，搭建“1+N”组织架构和产业格

局，实施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
与此同时，以三项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
改革、内部市场化改革为主体的“三驾马
车”跑出加速度。

“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好人的问
题。”山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军表
示。去年集团总部人员率先全体“起
立”，重新竞争上岗，总部机构累计压减
20%，人员减少15%，其中部门正职减少
35%。

根据山钢《关于改革管理岗位设置的
实施意见》，明年上半年，各权属公司将
通过管理岗位“三定”和全员竞争上岗全
面完成管理层级理顺工作，并进一步缩减
管理岗位人员。今年8月2日，山钢又发布
《权属企业领导班子自主组阁实施办法

（试行）》，试点“一把手”自主组阁。
张钢，山钢权属的一家钢铁企业，年

产钢150多万吨，过去因种种原因，连续
多年亏损。

去年7月，这家企业引入民营战略合
作伙伴永锋钢铁，成立永锋淄博公司。改
制后，永锋淄博将民营企业的先进理念和
模式注入其中，仅4个月后，企业便实现
扭亏为盈，今年前8个月盈利4 . 9亿元。

这一“华丽转身”是山钢以新模式激
发新动能，加快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
“改革的甜头还在后头呢。”侯军表示。

黄海之滨，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一期一
步工程进入投产倒计时。作为我省钢铁产
业结构调整示范项目也是山钢发展新动能
的标志性工程，日照基地定位汽车、家

电、工程机械、海工用钢、桥梁等高端领
域，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
互联等技术，人年均钢产量1600多吨，居
世界先进水平。视线转到鲁中，另一传统
钢铁基地莱芜分公司也在提档升级，一批
高附加值产品打入以亚马尔项目为代表的
国际知名工程。

7月8日，济钢济南钢铁产线全面停产
的同时，一批以智能制造和现代物流产业
为主题的“四新”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据
了解，目前济钢已与济南高新区、章丘
区、历城区政府和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等分
别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个月前，莱
钢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则搭上了国家推动
建造方式创新的“头班车”。

已收玉米4467万亩，占应收面积94 . 5%，总体生产形势好于常年

我省秋粮预计再丰收
预计小麦播种面积5791 . 5万亩，已播超三成

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组

来鲁调研

杨东奇在泰安调研时强调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167个一站式检察服务大厅

基层全覆盖

□记 者 王 川
通讯员 王恭博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记者从省农业
厅获悉，截至10月10日，全省已收玉米
4467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4 . 5%。其中，
济南、淄博等11市玉米已基本收获完毕，
滨州、潍坊、日照、烟台收获近九成，青
岛、威海均已过半，预计今年我省秋粮将
再获丰收。

自9月21日开始，我省秋收由南及
北、自西向东陆续展开。全省共上阵玉米
联合收获机12 . 8万台，秋收工作进展顺
利。据专家会商分析，由于夏玉米播种质
量普遍较高、各项关键措施落实到位、气
候条件总体有利等，今年全省玉米长势比
较均衡，总体生产形势好于上年和常年，
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年。

据悉，今年山东共整合资金3 . 7亿多
元，集中搭建粮食高产创建平台，重点开
展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建设、粮食绿色高

产高效创建等。2017年，全省共建设农田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粮食生产水平明显提
高的高标准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157个，
面积达到444 . 26万亩。在43个县（市、
区）开展了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集成
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试验示范绿色生产新技术、新机具，引导
农民逐步转变传统生产方式，推行绿色生
产。

同时，密切监控病虫害发生发展情
况，及时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目前
投入资金2400万元，在24个县（市、区）
实施了玉米“一防双减”，在玉米大喇叭
口至雌穗萎蔫期集中开展病虫害统防统
治，着力解决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防治难
题。全省大力推行玉米适期晚收，努力延
长玉米灌浆时间，增加玉米产量。通过方
方面面的努力，预计今年我省秋粮将再获
丰收。

目前，全省秋收已接近尾声，秋种随

之全面展开。据农业部门种植意向调查，
预计今年全省小麦播种面积5791 . 5万亩，
较上年增加23 . 7万亩。

围绕搞好今年的秋种工作，全面提高
秋种质量，山东农业部门要求各地在秋种
期间，积极发动基层农技人员，进村入户
指导农民全面落实玉米秸秆还田、深耕深
松、配方施肥、宽幅精播等关键增产技
术，确保小麦播种质量稳步提升，并研究
制定了《 2 0 1 7年全省小麦秋种技术意
见》，在整地、品种布局、种子处理、播
种以及绿色高效节本等方面提出科学的技
术措施。此外还加强农机手培训、农机检
修和作业调度，共组织各类农机128万台
套投入三秋生产，有力保障了秋种工作的
顺利开展。

据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日，全省已
播小麦1956万亩，占应播面积的33 . 8%，
其中济南、淄博、东营、枣庄、莱芜、烟
台秋种进度已经过半。

□ 姜 丹

一直以来，共产党人都把政治灵魂看
作是安身立命的主心骨。无论到什么时
候，政治灵魂都丢不得，也丢不起。党的
十九大即将召开，这是政治生活中的大
事，每名党员干部都是见证者、参与者。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也是迎接好十九大、保障好十九大、学习
贯彻好十九大的根本要求。

什么是政治？对基层党员干部来说，政
治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高深莫测的“口头
禅”，而是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十
八大以来，深化改革、从严治党、“一带一
路”等一件件党和国家大事，棚户区改造、
农村旱厕改造、医疗保险改革等一桩桩具
体实事，都关乎政治。正是这些大事小情，

增添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也让我
们深深感受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都脱离不了政治。

讲政治是一个党员干部的灵魂，政治
上的要求是第一位的要求。讲政治是举什
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一
名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怎么看、怎么干
的思想认知和实际行动。这个灵魂来自对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同样来自对自己的严
格要求和准确定位；这个灵魂来自对真理
的不懈追寻、对事业的接续奋斗，同样来
自对身边事的关注、对身边人的关怀。我
们守住政治灵魂，既要在政治方向和政治
立场上不含糊、不迷茫、不动摇，更要在
言行举止、履职尽责上贯穿始终，真正把
中央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真正把自己的
辛勤汗水融入党的事业，真正把政治灵魂

化作一种能力和力量。
可以说，讲政治是我们党的鲜明特

质，不讲政治就丢掉了灵魂，就失去了根
本。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就如同行尸走
肉；一名党员没有了灵魂，就如同断了线
的风筝，自由散漫、迷失方向。从十八大
以来查处的腐败案例中，我们发现许多腐
败分子“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
大师”，这些人不是能力出了问题，归根
结底是不讲政治、丢失了政治灵魂。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这对我们是要求、也是考验。守住这个灵
魂，既要“向上看”，关心国家大政方
针，又要“埋头干”，把讲政治付诸行动
中、体现在实践上，做到守土有责、忠实
履责、勇于负责，真正把本职工作干好干
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更加良好的
精神状态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守住政治灵魂

“改革的甜头还在后头”
“老大难”捷报频传，山钢利润创近9年最好水平

10月10日，由省科技厅主办，省科学
院承办的“山东省国际科技创新研讨会”
在济南举行，来自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化学技术学院等8个国家的36名外国专家
将在今后几天深入了解我省经济、科技发
展状况，了解合作需求。

当前，山东省正在积极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同沿线各个国家积极
开展各类形式的合作。此次邀请外国专家
来山东对接交流，将更好地促进我省的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今后更加深入的合
作打下坚实基础。（□王亚楠 报道）

为全面展示地级威海市成立30年来各
行各业辉煌成就，激励全市上下进一步解
放思想、干事创业，由威海市委办公室牵
头、历时4个月编写完成的建市30周年发
展成就专辑《筑梦前行》于近日正式出版
发行。

《筑梦前行》全书以30年来的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为主
线，包括城市轨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
16个篇章，比较完整地描绘出地级威海市
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书籍编写过程中，坚
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创新引领、突
出重点，坚持分析对比、数据说话，坚持图
文并茂、精致典雅，既注重语言的鲜活度和
感染力，又运用了大量的照片、图表等，增
强了说服力和可读性。（□彭辉 报道）

山东省国际科技创新

研讨会在济举行

地级威海市成立30周年

发展成就专辑

《筑梦前行》发行
□记者 卢 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巨幅剪纸喜迎十九大
10月11日，临沂市沂南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孩子们欢呼着与教师王长玉以及她的巨幅剪纸作品《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十

九大》合影。该作品是王长玉历时6个月创作的，长7米，宽4 . 5米，涵盖56个民族112位人物。作品描绘了全国各族人民身着
民族盛装，在天安门前载歌载舞，喜迎十九大召开的热烈场面。

□新华社发
10月9日，郯城县郯城街道陵坡村村

民朱怀亮在晾晒收获的玉米。

（上接第一版）她已经连续参加了好几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招
标会。“这几年，政府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
是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后，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曲夕彦告诉记
者，去年，曜阳国际老年公寓首次承担了政府购买服务，负责给社区
里的贫困、高龄、孤寡老人提供多类型居家养老服务。“习近平总书
记说，要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这给我们养老服务从业者指明了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43岁的邹城市大束镇
东山头村村民孟宏伟，高位截瘫，肢体一级残疾。在长期求医治疗过
程中，负债累累，极度贫困，他曾一度失去生活的信心。在各级残联
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他着手创业，并参加了多期电商培训班，开拓
了眼界。通过不断努力，孟宏伟的企业效益逐年提高，不仅自己摆脱
了贫困帽子、实现脱贫奔康，而且安置带动10余名贫困残疾人就业增
收。谈及这一切，孟宏伟动情地说：“这一切都源于党的好政策，源
于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残疾人赶上了好时代。今后，乘十九大东
风，我将继续借力惠残政策，把企业做大做强，吸纳和带动更多残疾
人就业创业，脱贫奔康，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新型缓/控
释肥料与稳定肥料研制”日前在临沭启
动。金正大集团是该项目的主持单位，也
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
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42个重
点专项中唯一由企业主导的项目。

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肥料研制项
目研发经费1 . 0041亿元。该专项将通过材
料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实现产业
化生产和规模化应用，进一步提升肥料质
量、提高肥料利用率，推动我国化肥零增
长目标的实现。（□李文明 报道）

新型缓/控释肥料与

稳定肥料研制项目启动

□记者 李 勇 通讯员 陈 超 报道
10月11日，济南职业学院一间大型车间里，十几名工人熟练地

利用焊接设备飞快地焊接着PE管材。
当日，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2017年山东省质

量技术监督行业非金属(PE)焊接职业技能竞赛举行。该竞赛项目开
国内、省内先河，来自全省23家企业的5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

国内首次非金属焊接

职业技能竞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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