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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28日讯 今天，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
务。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海主持并讲话，省法院院长张甲天、
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勇、省武警总队司令员韩荣照出席。

林峰海指出，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按照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
部署要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提升境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努力为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
面提供强有力政法保障。要扎实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积极主
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全心全意做好服务保障民生工作，深入推
进政法改革，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过硬政法队伍建
设，努力开创全省政法工作新局面。要解放思想，勇于担当，狠抓督
导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政法系统落地生根。

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济南讯 6月26日上午，省法学会六届二次理事会选举产生
了省法学会新任主要领导，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海当选省法
学会会长。

林峰海强调，全省各级法学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
话精神，团结凝聚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定走在前列的目标定
位，突出政治引领、改革创新、深化服务的工作主线，进一步找准
党委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新工作机制，增强研
究实效，当好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要进一步加强全省法学
会党组织建设，深化法学会改革，深化法律服务，培养法治人才，
拓展法治宣传，为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和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省法学会

六届二次理事会召开
林峰海当选省法学会会长

□记者 齐静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8日讯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将于7月1日施行。
省政府法制办二级巡视员孙成文介绍，当前，我省业主自治组

织还不完善，全省近90%的居民小区还未建立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收费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进行有效调节，乱收费、质价不符与收费难
的现象并存。

根据《办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项目限定为：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停车服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和普
通住宅车位租赁费。除此之外，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其他收费、
普通住宅后期物业服务收费、别墅等高档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写字
楼等非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或者物业使用
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

物业管理区域的停车及收费问题，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也
是监管部门监督管理的难点。对此，《办法》规定，规划用于停放
机动车的车库（场）的车位，交纳停车服务费，空置不用的免费；
利用共有道路等长期停车的，交纳车位场地使用费。临时进入物业
管理区域停车的，2小时内免费，超过的按小时收费；执行公务以及
为业主配送物品、维修服务等车辆一律免费。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
管理区域人员、车辆实行出入管理的，应当为业主免费配备出入证
（卡）；额外提供其他便利出入设备的，可以收费，但由业主自愿
选择，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强制办理。

针对空置房屋是否需要全额交物业费的问题，省物价局副局长
李东方介绍，《办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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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的费用最高不得超过60%。也就
是说，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空置的减收比例不得低于40%。

我省物业服务收费新规下月施行

车位空置

免收停车服务费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8日讯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山东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对古树名木概念及分级认定、保护措施及所需经费等内容
进行了规定，列明了禁止损害古树名木的具体行为。

《办法》要求，古树名木保护所需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鼓
励社会力量捐资保护、认养古树名木，从多方面筹措保护经费，保
障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办法》对破坏古树名木的各类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非通透性硬
化地面、挖坑取土、动用明火、堆放和倾倒有毒有害物品，在古树
名木上刻划、钉钉、剥皮挖根、攀树折枝、悬挂重物，或者有其他
损害古树名木正常生长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办法》中，为何没有明确“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
这一严重损害行为的处罚规定？对此，省林业厅副厅长马福义介
绍，《办法》提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
责任的，从其规定。根据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森林资源
条例》：违反本条例规定，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或者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砍伐的古树名木和违法所得，赔偿损失。

古树名木保护

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王传喜：一个人改变了一个村
坐落在山东兰陵县城西南的代村，曾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郊村。可如今，代村
人已数不清有过多少考察团到这里参观学
习。来到代村，人们总会问：为什么一个
欠债３８０余万元的穷村、乱村，崛起为产
业总值超２０亿元、村集体收入１．１亿元的
先进村？

代村人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感谢我
们有个好书记——— 王传喜。”

代村之乱：欠着外债数百

万，还要分家想单干

现在的代村，已是兰陵县卞庄街道代
村社区，所辖面积３．６平方公里，村民
１２００多户３６００多人，社区居住人口超过
１．１万人。走进代村，只见一排排单元楼
前水泥硬化路铺到楼门口，晚上盏盏路灯
点亮人们回家的路。可在１９年前，代村却
几乎散了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代村人心散、治
安乱、环境差，土地乱圈乱占、违建成
风，村委会瘫痪。村民更是分成几帮几
派，河西、前圩子、后圩子三个自然村闹
着“分家”，都想着多分些集体财产，对
村集体债务却是避之不及。

１９９９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代村
全体党员一致推选３０岁出头的王传喜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他，已是兰陵县一
家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下海经商见过世

面、业有所成独当一面、年富力强敢于担
当，许多年后，代村的老党员这样解释推
选王传喜的原因。

村会计郭志国记得，王传喜上任后就
组织清理村集体账目。“之前听说村里欠
了不少外债，可没想到外债总额达到３８６
万元。”郭志国说，这如同天文数字的债
务，像一座大山。上任两天后，王传喜就
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之后的一两年里，王
传喜作为被告，先后出庭１００余次。

怎么办？王传喜要用自己的行动证
明，父老乡亲没有看错人。

代村之治：人均耕地患不

均，调整土地聚民心

王传喜带着年轻的村委委员们，靠一
件件实事推动代村改变。“鲁南战役时，
代村曾是临时指挥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代村还当过红旗村。只要找对路，不
怕困难多。”王传喜说。

债务压头、官司缠身，王传喜就跟债
主说好话、做工作，欠款一次还不清，就
东挪一些、西凑一点分期还。同时，王传
喜立下了规矩，拖欠了村集体的钱要交，
强占了村集体的财产要退。

“新书记上任三把火，王书记先催着
跟自己亲近的人补交款项。有人就讲，还
没跟王书记沾到便宜，反而被先开刀。”
郭志国说。为了能有周转资金，王传喜还

以个人名义向当地信用社贷款几十万元，
一年光利息就要好几万元。

对代村老百姓来说，耕地分配不均比
债务更堵心。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地多
人少”与“人多地少”在代村同时存在。
代村共有１１个生产队，有的生产小组人均
耕地近三亩，有的生产小组人均耕地才三
分。

土地，在农民眼里是最金贵的。将
土地调剂余缺，无异于动了少部分人的
“命根子”。村干部们在田里打下的界
桩，没两天就不翼而飞。王传喜就带着
人再打一遍。有的地块，前后打了三次
界桩，村干部在地头搭了窝棚守着才最
终保留下来。

调地方案公布后，却没人敢带头执
行，少数人还极力阻挠。有的人满腹牢骚
找上门来，有的人往院里扔刀子、丢石头
以示威胁。王传喜正在上学的孩子被人恐
吓。顶着压力，王传喜咬着牙带着一班人
完成了土地调整，更让老百姓看到了“敢
干事、干成事”的决心。

代村之兴：生活富裕心情

美，乡村振兴更可期

盛夏夜的代村，灯火通明。“沂蒙老
街”商业街人头攒动，天南地北的美食小
吃聚集在此，吸引着来自十里八乡的人们
一饱口福。

王传喜上任后不久，一手解近忧，一
手谋远略。他制定了代村第一张发展规划
图，仔细谋划代村的未来。当周围村庄出
让村集体土地、建小工业项目时，任旁人
怎样劝，他就是不为所动。

“卖地能挣钱，可钱花完了呢？上工
业项目能挣钱，可环境呢？”王传喜１９９９
年制定的规划图，在办公室一挂就是１３
年。代村的土地一分不少，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好。

２００５年，王传喜抢抓机遇将全村２６００
亩土地流转归村集体经营。２００７年，又流
转周边５个村的７０００多亩土地，高标准建
起现代农业示范园。

２０１０年，王传喜带领规划投资建设了
代村商城。凭借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新
名片，代村商城带动就业超过６０００人，集
体经济收入４０００多万元。

王传喜用１０年时间完成了旧村改
造，建起了６５栋居民楼、１７０户小康
楼。社区医院、小学、幼儿园、老年公
寓拔地而起。村民年人均纯收入６．５万
元，全村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实现了人人
有工资性收入，家家每年都有村集体
“分红”。

从落后到先进、从贫困到富裕，代村
用１９年的时间实现了全面发展。这里的干
部群众说，大家希望跟着王传喜再大干二
十年，让代村再上一个新台阶。

（新华社济南６月２８日电）

■时代先锋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付玉婷
肖 芳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与外资品
牌分庭抗礼，国内家电产业伴随人民生
活品质提升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这当中，
三家来自山东的本土家电品牌：海尔、海
信和九阳，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经济形势变迁、市场规则洗牌，不
少红极一时的品牌陷入泥潭甚至轰然倒
下，这三家品牌却在自我颠覆中始终宛
若新生，甚至比新入局者更加时尚、前
沿。

比起总量优势，品牌尚属山东制造
的短板。传承经典，创新进取，三家品
牌所折射出的齐鲁“匠造”的韧性与活
力，是值得借鉴的发展智慧。

用颠覆式创新擦亮品牌

家电是典型的耐用消费品，想撑起
一片天，首先要落实到技术所支撑的产
品品质上。

6月26日，面对来采访的记者，海
信集团激光显示研发部副部长钟强自豪
地给出了一组数字：目前，海信在中国
8 0寸以上电视市场销售份额占比达
65%，超过了其他所有品牌之和。

从一个三十几人的小厂，发展成为
一家全球知名的企业，海信背后的王牌
就是“技术立企”。多年来，海信一次
次用颠覆式创新擦亮品牌：2005年，海
信自主研发的数字电视“信芯”诞生，
结束了我国年产7000万台彩电而无“中
国芯”的历史，迫使同类国外芯片价格
降低50%；2014年在全球率先发布激光
电视，取得300多项核心专利；2015
年，发布Hi-View Pro画质引擎芯片，
成为中国唯一拥有自主高端画质芯片的
电视机企业……目前，海信年销售收入
的5%都会投入研发，自2004年起，海
信电视持续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海尔展厅，一款名为“咕咚”的迷
你洗衣机引得参观者驻足良久。这款洗
衣机只有水杯大小，一次洗衣只需要
10ml水量，通过“咕咚”“咕咚”地
按压式拍打，就可对衣服上小面积的红
酒渍、口红渍、油渍等24种常见污渍进
行定点清除。

洗衣机竟能手持？这款产品诞生
前，人们恐怕从未想过将洗衣机随身携
带。但海尔创新团队表示，他们当时就
是希望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将颠覆做
到极致。数据显示，海尔原创科技已累
计获得14项科技进步奖；标准方面，中
国家电领域80%的专家提案和标准提案
来自海尔——— 持续的迭代创新实力，为
海尔奠定了牢固的发展根基。

自1994年发明全世界第一台豆浆机
以来，九阳始终引领小家电领域的中国
创造。中国人的第一台冷热型破壁机，
自动翻炒、不用看管、没有油烟的炒菜
机器人，面条机，全球首款珐琅铁釜电
饭煲……一个个代表“中国创造”的厨
房电器新物种不断在九阳诞生。去年9
月20日，以豆浆机起家的九阳又完成了
一次自我革命——— 不用清洗的“无人破
壁豆浆机”：豆料放进豆浆机，16分钟
后热乎乎的豆浆就会流进接浆的玻璃
壶；拿起玻璃壶，机器自动感应，从后
置水箱进水，进行蒸汽自动清洗，整个

过程快速又省心。
“无人破壁豆浆机的研发，是豆浆

机的重大智能化创新。”九阳无人破壁
豆浆机研发工程师刘超说，制造业企业
的智能化升级，就需要在没有路的地方
蹚出一条路来，依托科技不断创造出更
好的产品。

从产品到生态持续“圈粉”

6月20日，海尔洗衣机战略升级发
布会上，“云裳物联”衣联网项目赚足
观众眼球：“云裳物联”衣联网与英式
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合作，后者生产时植
入芯片，顾客在英式门店购物，可获赠
海尔智能洗衣机、儿童衣物护理柜；洗
衣机通过芯片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洗涤模
式；儿童衣柜则根据成长阶段定期推送
服装和日常用品信息；顾客通过衣柜生
态平台购买英式产品，不仅保真、保
质，还享受工厂折扣。

家电是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
之一，打造品牌不易，维持品牌粘性就
更不易。曾靠“砸冰箱”赢得好口碑的
海尔，缘何又做出“产品免费送”的决
策？“海尔有句话叫‘没有成功的企
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海尔集团首
席执行官张瑞敏说，物联网时代生生不
息但难控混乱，想踏准时代节拍，就必
须把握住用户深层次需求，将“产品品
牌”做成“生态品牌”。

具体来说，借由“人单合一”模
式，海尔让用户需求可直达企业，卖出
硬件不过是刚刚开始：通过与用户交
互，不仅能挖掘体验痛点，进一步改进
产品，更能产生产品之外的生态收入。
在张瑞敏的愿景中，未来海尔生态收入
将超过硬件收入，硬件会降价甚至免
费，完全颠覆以往的商业模式。

九阳也从五年前就已开启与用户的

交互之路。不仅是在发布产品时推出与
之配套的社区APP来沉淀用户，更拓展
出上千个线下社群终端：每个终端有主
讲人和导购员，定时举办美食课堂，通
过教授烹饪技巧、交流心得、面对面分
享美食来聚拢用户。

其中一款明星产品“瓷宝煲”就是这
么来的——— 项目上线前，九阳从平台上
广泛收集宝妈们在功能、材质、容量等方
面的需求，并提前邀请活跃度较高的用
户深度参与，历经560万次互动，“瓷宝
煲”一经推出就获得十分不错的成绩。

产研销本地化护航“出海”

今年的足球世界杯除了精彩的赛
事，还有一支由中国品牌组建的别样
“中国队”也很火爆，海信就是其中一
员。这已不是海信第一次亮相国际大型
赛事。赞助2016年欧洲杯、澳网公开
赛、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红
牛车队——— 一系列动作中，海信的“国
际化”梦想展露无余。

人口红利消失、竞争日益激烈……
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中，向海外市场要增量成为许多企业的
选择。但受文化、政策差异等影响，海外
市场是块并不容易发掘的金矿。目前，海
外市场在海信的业绩中贡献过半，这得
益于其一直坚持的本地化策略。

海信首先以本土经营作为国际化的
起点，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分支机
构，解决产品的当地销售问题。再就是
以跨国并购快速站稳脚跟：以揽入东芝
为例，海信借这一本土化的品牌和团队
快速打入日本市场；同时，东芝在日本
国内的上游产业链和技术链资源，也将
加强海信与日本供应链的深度合作。

研发本地化同样是海信国际化的重
要一环。据介绍，海信已在全球设立12

个研发机构，都是实实在在地针对当地
来进行产品开发。

1999年，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外
工业园开启了海尔的国际化战略，发展
至今，全球多个知名家电品牌已被海尔
收入囊中，并无一例外都实现了高速增
长。和美国百年家电企业GEA合作，
GEA2017年一年的增长比前十年增长
都多；与新西兰国宝级品牌斐雪派克融
合，2017年斐雪派克在北美的收入增加
了六倍，全球收入增加了88%，利润增
加了26%……

张瑞敏将其归结为海尔的“沙拉
式多元文化体系”。具体来说，“沙
拉式多元文化体系”就是在尊重当地
文化的同时，并不一味迁就，而是输
入新鲜理念。这一新鲜理念就是海尔
的“人单合一”模式。张瑞敏解释
说，“沙拉式多元文化体系”本质是
通过“人单合一”，让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上级第一”“股东第一”“技
术第一”，在兼容并蓄中转向更为根
本的“员工第一”“用户第一”。因
为任何国家、民族、文化，有一点是
共通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尊
重，都希望发挥自身价值，而这正是
“人单合一”模式的实质。

□ 付玉婷

品牌是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工业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工业总量成为立足全国的
重要优势。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
迫在眉睫的是补齐品牌短板，以品牌高
端化为主攻方向，培育一批代表山东乃
至中国的知名品牌。

如同打造一块美玉，品牌建设非一
朝一夕之功，首先要有锲而不舍、精雕
细琢的工匠精神。海尔、海信和九阳都
历经了漫长岁月的考验，从产品、服
务、经营等点滴做起，一步步为品牌注
入动力与活力，最终成长为强势品牌。

他们的发展经历还证明：打江山
难，守江山更难，创新是品牌永恒的主
题。无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还是开辟
新的市场，三家企业始终在寻求新的突
破，不断给用户带来惊喜。这种对于创
新的坚持，其实也是一种工匠精神。

弘扬工匠精神，锻造“山东制
造”，山东工业品牌必将树得更高、擦
得更亮。

更多报道见

新锐大众客户端

（上接第一版）落实好汪洋主席对政协党建工作的重要讲话要求，全
面推进政协党的建设，进一步转变作风，做到求真务实，激发做好工
作的内生动力。要围绕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扶贫脱贫等重点工
作，深入做好调研论证工作，起草修改完善好重点调研报告，努力提
升政协履职实效和水平。

省政协副主席郭爱玲、唐洲雁、王艺华、程林出席会议。

图①：今年4月，在德国汉诺威工博会上，海尔集团展区展示利用工业互联网
平台制作个性化定制产品。（□新华社发） 图②：丰富的九阳小家电产品。（□
CFP供图） 图③：海信大屏幕电视。（□CFP供图）

“家电三杰”的匠心与创新

以工匠精神

铸就工业品牌

①① ③③

②②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