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一颖 徐超超 报道
本报曲阜6月3日讯 “祝美丽的

山东越来越好，期待上合青岛峰会带
给世界更多惊喜！”6月2日至3日，参
加“相约上合·感知山东——— 上合组
织主流媒体孔子故乡行”活动的40多
位外国新闻官员及主流媒体负责人，
在曲阜参观访问，亲身感受中华文化
魅力和齐鲁文化风采，对文化深厚、
开放自信、繁荣发展的山东给予了高
度评价。

这次活动，是上海合作组织首届
媒体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作
为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开展交流合作、
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要努力做
‘上海精神’的弘扬者、务实合作的
开拓者、人民友好的传播者。”在这
次媒体峰会开幕之际，国家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在曲阜参观访问时，参
加活动的外国新闻官员及主流媒体负
责人表示，完全赞同习主席的倡议，
要传承好、弘扬好“上海精神”，开
启交流合作新时代，共创上合发展的
美好未来。

“迎宾，起乐——— ”6月2日晚，身
着汉服的外国友人，按照鸣赞官指引，
举行汉代定食礼。“这不仅是一顿餐

饭，更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礼仪文化。”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卡
斯巴申对记者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
家，他为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会认真参观，加深对齐鲁文化的
了解，形成系列报道，让更多俄罗斯人
了解孔子、认识山东。”

随后，外国友人相继体验手抄《论

语》、解鲁班锁、焚香抚琴等文化活
动。乌兹别克斯坦民谣报国际部编辑西
吉罗夫说，“山东人杰地灵，不仅诞生
了思想家孔子，发明家鲁班也生活在这
里。我要把山东的文化和故事分享给读
者，希望他们也能来感受这里深厚悠远
的历史文化。”

6月3日上午，在尼山镇圣源村，一

群活泼可爱的孩童在村中广场诵读《论
语》。闻声而来的外国友人纷纷拿起相
机拍照。在不远处的圣源村新时代文明
传习中心，村民正在仔细聆听老师讲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可以进去听听
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
部副部长杰米尔别科娃轻轻走进传习中
心，安静落座。“透过大家聚精会神听
课的神情，看得出大家一定听进了心里。
我认为，建设传习中心意义深远，为大家
更好地学习传统文化搭建了平台。回国
之后，我们会进行总结，学习山东先进的
做法，让更多人热爱传统文化。”

松柏参天，鸟鸣清脆。在孔庙，外
国友人一边聆听讲解员介绍，一边拍照
留念。印度论坛报德里分社的普拉萨德
认为，孔子的伟大在于乐于施教，帮助
他人，“这与‘上海精神’是一致的。
上合组织国家要携手共进，为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一起努力。”

一天半的行程虽然短暂，但山东
给参加活动的外国新闻官员及主流媒
体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临别之际，
他们纷纷送出祝福：“祝美丽的山东
越来越好，祝青岛峰会顺利举行，期
待青岛峰会带给世界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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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上合、感知山东，上合组织媒体负责人孔子故乡体验传统文化

“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一起努力”

□ 本报记者 魏 然 李子路
张依盟 吴宝书

新时代属于奋斗者，奋进的号角正
响彻齐鲁大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从战略
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新时代山东工作
的总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走在前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新时代
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总书记的殷
切希望，科学标注了山东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明确提出了山东在全国发展
大局中的使命担当，让处在发展关键
期的齐鲁大地沉浸在深深喜悦和巨大
鼓舞之中，凝聚起继续奋力前行的磅
礴力量。

以改革造就新气象、让开放带来新
活力、用发展打开新空间。当下，全省
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出实招、求实效，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
工作，奋力答好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
新考卷。

汇聚强大正能量

撸起袖子加油干

初夏时节的齐鲁大地，孕育着丰收
的希望。

如同庄稼丰收得益于一粒粒种子
扎根泥土、奋力成长，事业的成功离
不开思想旗帜的科学指引。山东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高点定位、统筹谋划发展大局，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全省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汇
聚强大正能量，撸起袖子加油干，确
保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齐鲁大地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全国农业看山东。总书记在山东团
对乡村振兴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意
义深远。农业总产值、农业出口总额等
8项数据排在全国首位的山东，正努力
破题攻坚，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一地之策，
也不是一时之举，必须坚持规划引领。
近日编制完成的《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重点围绕乡
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专题，分别制
订工作方案，全力保障乡村振兴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生效。

序幕已经拉开，奋斗始于脚下。5
月初，胶州成立首家乡村振兴服务驿
站，村民足不出村可享12类服务，让分
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发挥最大效能，用新
思路解决老问题，打通了涉农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济南、菏泽、临沂等
地结合当地农业农村发展特点，在乡村
产业、人才、组织方面拿出切实举措。
乡村振兴战略的火热实践，正在齐鲁大
地全面展开。

青岛刚刚建成的我国首座全潜式智
能网箱“深蓝1号”，破解了在温暖海
域养殖冷水鱼的世界难题。海洋是山东
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5月，省
委省政府召开海洋强省建设工作会议，
出台《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
规划了海洋强省建设的蓝图，明确分三
个阶段基本建成与海洋强国战略相适
应，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领先、海
洋生态优良、海洋文化先进、海洋治理
高效的海洋强省。面向大海，山东挺进
深蓝。

“山东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海
洋，重视海洋科学家，从没有像现在这
样迫切向海洋要动力、向海洋要发
展。”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吴立新院
士，一年来参加了多场由省委主要负责
同志主持的座谈会。“只要我们放眼开
放、深化改革、奋起直追，就一定能下
好经略海洋这盘大棋。”吴立新说。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为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

新时代，改革东风浩荡。答好新时
代考卷，需要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改
革劲头，需要自省自知、一往无前的改
革精神。

今年新春伊始，山东召开全面展开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正视
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向改革要动力，补
短板求发展，为新一年发展注入新活
力。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
高竞争力。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既是时代的要求、群众的呼声，也是提
升营商环境、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得
机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谈及山东正
面临的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机遇，经济学
家张连起说，山东最迫切的改革，应落
子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虽然无形，却计
入交易成本，是企业落户一地至关重要
的影响因素。

益海嘉里德州粮油公司位于德州市
德城区，企业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他
们的二期深加工扩建工程因一条输油管
线从旁穿过妨碍施工，此事牵涉央企等
多个部门单位，解决起来实非易事。在德
州市委、市政府开展的“进企业、解难题、
促发展”活动中， （下转第三版）

完钻井深７０１８米

“向地球深部进军”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你先在办公室稍等啊，我刚洗完脸，
得抹点‘油油’。”6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的云朵庄园，
孙云朵从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笑嘻嘻地
说。

几分钟后，孙云朵出现在记者面前，一
袭时髦的花裙，笑靥如花地说：“别看我现
在白，等收完葡萄，就晒黑了。每年都是这
样，我都不好意思照镜子。”

今年27岁的孙云朵，是上海大学的研
究生，读设计专业。2015年夏天，即将读研
二的她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回到老家
种葡萄。“我以前没想过创业的事情，是父
母的辛苦和葡萄的滞销触动了我，决定返
乡做些什么。”孙云朵解释说。

2014年，孙云朵的父母流转了60亩地
种葡萄。“我爸原来180斤，白胖，但是弄完

平整土地、安装围栏这些基础活，他就掉了
40斤肉，变得又黑又瘦。他们在地头用砖垒

了4面墙，蒙上塑料布，晚上就住里面。一天
晚上风雨交加，把塑料布刮跑了，老两口打

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雨里追塑料布。
想起这些，我就很难过。”孙云朵说。

让孙云朵更难以接受的是，这样辛苦
种出来的葡萄竟然卖不出去。2015年夏天，
她父母种植的24万斤葡萄滞销了。

父母发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孙云
朵想要为父母做些什么，她反复斟酌了一
周，删删改改，写了一篇文章《5万斤葡萄免
费送，研究生帮老妈卖葡萄》，发在自己的
微信朋友圈。

“那是我创业的开始。这篇文章流传很
广，很快吸引来批发商和超市来采购，家里
的葡萄顺利卖出去了。这让我小有成就，感
觉自己是能做些事情的，因此决定休学创
业种葡萄——— 我是上海大学第一个休学创
业的学生。”孙云朵自豪地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乡后，孙云朵经历
过合伙人中途撤资的尴尬，也经历过资金
不足的困惑，实在作难了，（下转第三版）

女研究生孙云朵返乡创业，将小村500亩葡萄园做成省标准化生产基地

汗水洒在哪儿，幸福就长在哪儿

◆吉林大学主要承担研发的“地壳一号”万米
钻机正式宣布完成“首秀”：完钻井深７０１８米，创
造了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新纪录，标志着我国成
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
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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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实干答好新时代考卷

外国友人在志愿者指导下拆解鲁班锁。

□记者 王兆锋 报道
孙云朵及云朵庄园全景。

据新华社济南6月3日电 6月3日，泰山西南麓的山东省泰安市郊
区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轰隆隆的收割机轰鸣扫过，金灿灿的麦
粒飞溅落袋，几十台小麦联合收割机隐现在广袤的麦浪中，遍地抢割。

连日来，产粮大省山东由南及北、自西渐东，大规模小麦跨区机
收抢收渐次展开。

今年“三夏”，山东约16万台（套）小麦联合收割机齐上阵，抢
割全省5000多万亩的优质麦田，小麦机收率保持在98%以上。预计6月
中旬，小麦机械收割将进入高峰期。

山东省是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区，播种面积和夏粮总产仅次于河
南省，多年稳居第二位。据悉，今年山东省小麦收获面积约为5700万
亩，与去年持平。

近年来，山东以《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山东省农业现代
化规划(2016-2020年)》为引领，夯实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到2020年，山东的农业主体功能布局更加优化，绿色产能明显
提高，产地环境更加清洁，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000万吨，
为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再立新功。

我省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抢收展开

今年麦收面积约5700万亩

□记者 杨学莹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6月3日讯 日前，《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

省政府令形式发布，自7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因建设单位分
期开发、分批交付使用等原因，造成配套设施设备、道路通行、绿化
环境等未能达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标准的，物业公共服务费应当予以
减免，差额部分由建设单位补偿给物业服务企业；普通住宅交付后空
置六个月以上的，其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应当减收，收费最高不得超
过60%。建立物业服务收费信用管理体系，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有恶
意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等行为的，纳入其个人诚信记录。

《办法》明确，普通住宅的储藏室、车库不得计入物业公共服务
费的计费面积之内，但改变设计用途用于居住的除外。

机动车停放费分为三种：租赁建设单位的车位，承租人应交纳车
位租赁费；使用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车库（场）内
的车位，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相应服务的，车位使用人应当交纳停车服
务费；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区域停放机动车，可收取车位
场地使用费。

其中，普通住宅车位租赁费和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停车服务费、车
位场地使用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物业的机动车停放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车位未停放机动车的，免收停车服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收益
归全体业主所有。临时停放机动车的，可以按小时收取，但停放未超
过二小时的应当免费。

《办法》强调，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应当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书面同意，并依法办
理有关手续。物业服务企业代业主经营的，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
定。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入以及车位场地
使用费等收益资金归全体业主共有，由业主大会决定其使用方式和用
途；未作决定的，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作为业主委员
会、业主大会的活动经费或者折抵物业公共服务费。

《办法》建立了物业服务收费信用管理体系。物业服务企业有超
标准收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收费、低于服务等级提供服务等行为
的，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并给予相应惩戒；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有恶意
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等行为的，纳入其个人诚信记录。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7月1日起施行

储藏室车库不得计入
物业公共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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