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山东 共创未来
——— “儒商大会2018”发出诚挚邀请，打开机遇大门

好客山东，迎客天下。
从外交部蓝厅，到山东会堂，以

“新时代、新动能、新儒商、新愿景”
为主题的“儒商大会2018”，让山东再
次站在世界面前，大家在此感悟着齐鲁
大地厚重历史、灿烂文化，感受着山东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的时代氛围。

弘扬大儒商道，至诚赢得天下。
“让我们同心同向，并肩前行，合作共
赢，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会
上，省委书记刘家义向全球儒商发出诚
挚邀请，持续引发各界热烈反响。大家
表示，站在新起点的山东，将面向全球
经济发展打开崭新的机遇大门。

“山东，我们来了！”

“山东，我们来了！这次大会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国企业家、各界
专家齐聚山东，机会难得，也看到了政
府在推动企业合作方面展现的诚意。我
们对山东的投资环境很感兴趣，正认真
考虑与淄博在医养领域建立正式合
作。”南澳安格雷医养集团首席执行官
皮特·尚德曼告诉记者，此次山东之行
是他跟妻子第一次来到中国，山东不仅
有精细的城市规划、漂亮的乡村风景，
还有勤劳朴实的劳动者和丰富的资源，
希望中澳双方、山东和南澳两地能继续
加深了解，取长补短，实现共同繁荣。

唱好戏需要好舞台，大作为需要大
平台。作为全国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
为主题的试验区，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进入国家战略，吸引了香港各界的密
切关注。香港金融资产管理控股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谢炯全表示，新旧动能转换
亟须金融业的大力支撑，而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金融工具丰富，香港金融
企业也愿意共同参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建设，实现合作共赢。

乡村振兴、海洋强省建设两大战略
平台，同样是山东未来发展的重要支
撑，也为各路英才共享资源、创新创
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广阔舞台。中京
贸国际商务发展（北京）中心主任李岩
军说：“如今，莱芜本土的企业项目已
遍布世界各地，莱芜企业家以‘言必

行、信必果’的大家风范，在社会各界中
享有良好的声誉，建立起坚实的合作关
系。良好关系已建立，这就需要我们在产
业上更进一步挖掘潜力，独占鳌头。”

澎湃社会创造激情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山东人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除机制障碍，
敢破制度藩篱，社会创造激情喷涌、澎
湃勃发。

（下转第二版）

□ 本 报 记 者 白 晓
本报通讯员 王启超 李颖慧

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刘家村村级资产上
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达1300多万元。但这
样一个远近闻名的富强村多年来却在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上迟滞不前。“村里情况复
杂，虽然上级早有部署，但一开始对这个
事就从心里打怵，不敢放开手脚，怕搞砸
了背上骂名。”刘家村联合党委书记张秀
海道出了多年的顾虑。

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不久前得以破

冰，目前刘家村已完成土地确权和股权量
化，产权制度改革正在扎实推进。这样的
变化得益于一场支部组织生活会。

在去年的刘家村联合党委第一党支部
专题组织生活会上，支部书记高兴杰对张
秀海“开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个
对老百姓有利的好事，市里和办事处早就
搞了培训，提了要求。但秀海同志是‘前
怕狼后怕虎’，下不了决心。我看你心里

在打你的‘小算盘’，一怕改掉了你手中
的权力，二怕改不好出乱子留下骂名，这
说明你不敢啃硬骨头，根子上是没真正把
群众利益放在心上。”

这样的辣味批评让张秀海当场红了
脸、出了汗。会上，刘家村联合党委第一
党支部班子共查摆问题5个，支委成员共查
摆问题23个，相互之间提出批评意见16条。

会后，张秀海痛定思痛，消除思想顾

虑，决心啃下产权制度改革的“硬骨头”。他
第一时间和村委成员制订了方案，让群众
在改革中吃到了更多更大的“蛋糕”。

通过这次组织生活会，刘家村逐步探
索出“分头‘家访’听意见、党小组会定调
子、思想碰撞查问题、对照检查找差距、会
上亮丑互揭短、领导点评鼓干劲、会后践诺
抓整改”这一组织生活“七步工作法”，将基
层党组织政治生活常态化、制度化。

“‘七步工作法’从会前党员干部
‘原汁原味’征求意见，到会中‘真刀真
枪’相互批评，再到会后‘从严从细’整
改落实，整个过程方向清、步骤明、措施
实，真正达到了百姓心顺起来、党员作用
发挥起来、党组织的战斗力强起来的效
果。”张秀海说，“组织生活会查摆的问
题，制订个人整改方案，在村党务公开栏
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下转第三版）

“七步工作法”开出组织生活会新气象
胶州2744个基层党支部推行此流程，查摆出问题3万余条次

发轫于齐鲁大地的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经
世致用，不仅是中国人
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
思想资源，也为国家和
个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

——— 中华大成至圣
先师孔子协会会长、孔
子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孔
垂长

在山东开展投资业
务十几年，这里给了我
们很多关心和帮助，创
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保障了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我对山东有着深厚
感情。

——— 新加坡金鹰集
团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陈
江和

这次儒商大会让我
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我们都是喝着山东的
水、吃着山东的粮长大
的，一定要回报家乡，
而且山东现在发展这么
好，在老家投资，放
心！

——— 润发集团董事
局主席滕和显

山东转变观念，营
造好的发展环境，我感
受很深。我特别看好山
东未来在海洋产业方面
的发展，因为山东有得
天独厚的海洋经济发展
基础和优势。

——— 中外企业家联
谊会(香港)会长马建华

山东的新旧动能转
换正当其时，儒商大会
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山
东人感受到一种温情、
乡情的呼唤，这种力量
是最能激发斗志的。

——— 洪泰基金创始
人、洪泰资本控股董事
长盛希泰

山东人在泰国口碑
很好，诚信为本、光明磊
落，深受当地人认可。山
东人都有“儒”的味道，
我们在外经商的齐鲁儿
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和熏陶，可以说，“口碑”
就是我们对儒商精神的
传承和发扬。

——— 天怡国际 (泰
国 )有限公司总经理尚
延明

记记者者：：李李子子路路 制制图图：：巩巩晓晓蕾蕾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
发源地，儒家文化的核
心就是“内圣外王”，
沐浴着儒家文化的新儒
商，一定能在新时代实
现新愿景。

——— 海尔集团董事
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
瑞敏

山东，孕育着厚重
的儒家文化、齐鲁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源头，其中所
蕴含的儒商文化自古以
来就是从商经商的精神
坐标和行为标尺。

——— 中粮集团总裁
于旭波

■编者按：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我省各级党组织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以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尺子，从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

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案例。今日起，本报推

出“加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典型案例”报道，敬请关注。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30日，我们迎来了

第五个烈士纪念日。在金乡县王杰村，英
雄王杰的雕塑穆然而立，雕塑后面的纪念
馆里，安放着王杰的照片、日记、生活用
品等遗物。1965年，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
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年仅23岁的王杰
为保护其他人，以血肉之躯扑向炸药包，

壮烈牺牲。
“王杰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作

为英雄的故乡，王杰精神激励着我们努力
拼搏、不懈奋斗。”金乡县委书记董冰说。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
雄辈出的民族。岁月的长河里，在齐鲁大
地这片热土上，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
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
而英勇献身。目前，山东省仅登记在册的烈
士就有29 . 7万人，还有不计其数的无名烈
士。1980年以来，山东省公安机关共有656
名民警英勇牺牲，12000余名民警负伤。

“目前，我国烈士评定主要有5种情
形，包括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
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

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抢险救灾或者其他
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
民生命财产牺牲的；在执行外交任务或者
国家派遣的对外援助、维持国际和平任务
中牺牲的；在执行武器装备科研试验任务
中牺牲的等。”省民政厅优抚处副处长谢
清舜介绍，我省在全面落实国家抚恤标准
的基础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近年来坚
持每年提高城镇烈属、在乡烈属抚恤标
准，年提幅均达到10%-15%。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让英雄精神薪
火相传。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我省陆续
修建了一批烈士纪念建筑物，主要包括按
国家、省有关规定修建的烈士陵园、纪念
堂馆、烈士纪念碑（塔、亭、祠、雕

塑）、纪念广场、烈士骨灰堂、烈士墓
等。目前，全省有烈士纪念设施467处，
其中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28处，居全国首
位。

学习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我省
采取多种形式，将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及烈
士事迹褒扬宣传与社区文化、校园文化、
军营文化、乡村文化等结合起来，把弘扬
烈士精神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中，广泛宣传
烈士英雄壮举和精神内涵。近年来，全省
每年对“两节”期间开展烈士纪念活动进
行部署，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
军官兵、中小学校和社会各界群众前往烈
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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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登记在册烈士达29 . 7万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居全国首位

传承英烈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奔跑吧，中关村！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央政治局

到中关村集体学习5周年之际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关村寄予殷切期望：“面

向未来，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

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5年来，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创新生态再进化，创新引

领力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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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常青 刘兵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日讯 国庆假期第二天，我省出行情况较10月1日

得到明显改善，高速公路拥堵情况得到有效缓解，长途客运出行逐渐
趋于平稳，出行环境变得较为宽松。

截至2日18时16分：G18荣乌高速陈庄、利津收费站因车流量大，
入口双向封闭；G25长深高速沂水北、沂水、沂水南、沂南北、沂南
东收费站长春方向入口临时封闭。此外，青银高速、日兰高速、济南
绕城高速、济广高速部分路段因车流量大，仍有压车现象。综合分
析，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车流量比2017年约有5%左右的上升，省内
高速公路拥堵情况相应略有上升，其中易拥堵路段分别为G2京沪高
速临沂青驼至兰陵段，G3京台高速济宁峄山至枣庄滕州段、泰安泰
安西至曲阜曲阜北段，G18荣乌高速东营新庄子枢纽至陈庄段，G20
青银高速青岛青岛东至李村段、潍坊青州至济南章丘段，G35济广高
速济南平阴至泰安东平段，G1511日兰高速日照莒县至临沂竹园立交
段，G2001济南绕城高速市中至靳家段。

铁路出行方面，今年国庆假期济南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0万
人，较去年同期增长9 . 1%。客流以旅游客流为主，客流流向以管内及直
通京津、沪杭、郑州、西安、石太、武广、东北等方向为主。

2日，记者从省政府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国庆假期第二
天，人们外出游玩兴致高涨，迎来客流小高潮。我省各级旅游部门围绕
精品旅游、全域旅游，以“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为依托，继续组织
了精彩纷呈的假日节庆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纷至沓来，特别是研
学游产品备受欢迎。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加强文明旅游宣传推广工作。全省
各A级旅游景区开辟“文明旅游”宣传专栏，组织文明旅游志愿者开
展公共秩序维护活动，倡导市民和游客遵守法规、讲究礼仪、爱护环
境、文明游览，游客大声喧哗、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大为减少。

游玩兴致高涨

高速拥堵缓解
◆交通：出行情况明显改善，这些路段易拥堵

◆旅游：文明旅游成新风尚，研学旅游受欢迎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①：青岛上演“我爱你中国”国庆主题灯光秀。图②③：济南
一景区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图④：台儿庄古城景区内载歌载
舞，庆祝祖国69岁生日。（□薄克国 王世翔 李勇 报道）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