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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海
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委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第十一届六次
全会和省级机构改革动员大会精神，对贯彻落实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意
见作出安排部署。

林峰海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上来，积极稳妥推
进全省政法系统和政法委机关机构改革工作，进一步优化政法机关内
部机构设置，努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政法机构职
能体系。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肃各项纪律，不折不扣
圆满完成改革任务。要处理好机构改革与稳妥推进当前各项政法工作
的关系，突出抓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
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以机构改革为
动力，不断激发队伍活力、凝聚发展合力，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路川荣 姚润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8日，济南市历下
区解放路街道历山路社区党员活动室里，
坐满了前来参加主题党日的党员，他们正
在聆听济南战役老战士杨继诺讲述那段难
忘的经历。“纪念伟大胜利，传承红色基
因”，这是今年历下区第九次统一主题党
日的主题。9月28日当天，全区2100余个
党支部、31000余名党员，围绕这一主
题，通过不同形式，过了一次党味浓厚、
鲜味十足的组织生活。

为了让基层党内组织生活软约束变硬
指标更规范，内容单一变形式灵活更吸引
人，2017年历下区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
基层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并配套了基
层党组织按期换届、“三会一课”、党员
日常管理、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主

题党日、党内组织生活记实等6项制度，
形成了“1+6”制度规范体系。

“1+6”制度规范体系涵盖了基层党
内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基层党组织有
规可循，也让督导工作有了标准依据。
“三会一课”制度提出了“四必开四必
学”的工作要求，即发展党员必开、党章
党规必学，建党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必开、
党史传统必学，重大事项决策必开、党的
组织制度必学，组织大型党内活动必开、
中央精神必学；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
制度对会前、会后如何做都作出了明确规
定；主题党日制度则明确了基础性和拓展
性两个大类10个方面的主题，并固定每月
一天为全区主题党日时间。

今年以来，历下区引导基层党组织
开展学习讨论4000余次、主题实践活动
1490余次，培训党员1 . 9万余人，实现了
组织生活落实制度化、主题鲜明化、内
容多样化，有效破解了党内组织生活存
在的“弱化”“虚化”问题。在组织建
设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通过对照
“1+6”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具体细则制订
督导方案，该区对当地88个社区、20个

村居基层党组织量化打分，最终倒排出
16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截至目前，
已整顿完成6个基层党组织，并形成“飞
地党建”“庭院党建”等切实有效的工
作方法。

“正愁党建业务不熟悉，怕耽误开展
工作呢，这套书真是雪中送炭，简直是手
把手教给我怎么做！”9月12日，历下区
龙洞街道济南融创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成
立大会上，刚刚被选举为党支部书记的王
邦宾仔细翻看过“1+6”制度规范体系丛
书后，感觉自己找到了“工作宝典”。
“1+6”制度规范体系不但规范了党内组
织生活的“硬杠杠”，而且立足基层党务
工作的重点难点领域，明确了党员组织关
系转接、党费收缴使用、党员发展等党务
工作程序步骤，列出了35条具体工作措
施，让基层党务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成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百科全书”
“指导手册”。

自从“1+6”制度规范体系实施以
来，历下区党内组织生活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拓展、形式大大丰富——— “争做济南第
一团”“助力城市提升十大行动”“学习

陈叶翠”等全区统一的主题党日，使党员
明白学习重点，学得规范、做得到位；
“共驻共建”“拆违拆临”“环境美化”
“志愿服务”等10个系列20余种围绕辖区
重点工作开展的主题党日贴合实际、各具
特色。泉城路街道“小院茶摊”围绕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怎么建、怎么用，开展“阵
地建设我献言”主题党日，在品茶中交
流，在拉呱中协商，实现了党群服务“私
人定制”；千佛山街道历山名郡社区推出
“我的政治生日”品牌主题党日，打造了
社区党员重温入党经历、锻炼提升党性的
交流平台……

“规范与灵活不是绝对的对立面，在
规范中活化形式才更能突出基层党内组织
生活的实效性和吸引力，进而增强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历下区委副
书记尹红梅表示，“这一套规范体系把基
层组织生活由软约束变成了硬指标，又鼓
励不同领域的基层党组织探索灵活多样的
组织生活形式，让我们的党员真正行有准
则、动有依据、做有规范，让基层党组织
强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济南市历下区把基层党内组织生活由软约束变硬指标，内容单一变形式灵活

“1+6”制度规范体系让党员“动”起来

□记者 肖 芳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0日讯 春华秋实，

四个月前在全国多地试种的青岛“海水
稻”迎来收获季节。今天15时许，在青岛
市城阳区上马街道的滨海小流域盐碱
地，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开镰收
割，现场测评亩产达到261 . 39公斤。这标
志着“海水稻”在这片盐碱地上的大田试
种取得初步成功，也意味着以城阳区桃
源河畔为代表的滨海小流域盐碱地经改
造可变为良田。

今年5月28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团队在城阳区滨海盐碱地稻作改良示
范基地启动“中华拓荒人计划”。当天，喀
什岳普湖、黑龙江大庆、东营军马场、青
岛城阳、浙江温州、陕西延安南泥湾等全
国六处稻作改良试验示范基地同时进行

“海水稻”插秧，开展耐盐碱水稻品种审
定区域种植试验和盐碱地稻作改良技术
产业应用示范。

被纳入首批“海水稻”大田试种试点
的城阳区桃源河畔盐碱地，曾是稻香十
里的万亩良田。上世纪60年代，受气候等
影响，河水漫堤，海水倒灌，导致该区域
中度盐碱化，土壤pH值达8 . 1，全盐含量
达到5 . 3‰以上，成为一片荒芜之地。去
年11月，城阳区上马街道与青岛海水稻

研究发展中心达成合作，在测定土壤养
分、盐碱度等指标后，采用“四维改良法”
对盐碱地进行改造，并决定挑选编号为

“YC-1803”的耐盐碱水稻品种进行试种。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此次城阳测

产采用人工收割的方式，现场完成收割、
脱粒、称重、去杂、水分测定等多道工序。
来自青岛农科院、青岛农业大学、东营农
科院和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等机构的七位
专家组成的验收小组，现场汇总所有数
据后计算出亩产量。青岛海水稻研究发
展中心种植运营部主任张明表示，下一
步技术团队将在区试和生产性试验上继
续尝试，争取早日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力
争在2020年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城阳
区滨海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基地项目负
责人陈超表示，城阳区将沿桃源河两岸
打造稻作改良基地综合配套产业园，一
期计划开工1000亩，主要包括数字展厅、
实验种植田等内容。

当天下午，与城阳区同步进行耐盐
碱水稻收割测产的还有黑龙江大庆基
地、新疆喀什基地。其中，喀什基地亩产
量为549公斤，大庆基地亩产量为210公
斤。另据介绍，此前的9月28日，温州苍南、
延安南泥湾两处基地也已完成耐盐碱水
稻测产，亩产分别为175 . 5公斤、588公斤。

青岛“海水稻”大田试种开镰测产
◆亩产261 . 39公斤，大田试种取得初步成功 ◆力争2020年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

省委政法委传达省委全会

和机构改革动员会精神
林峰海讲话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盛大亮

“我宣誓，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
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
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
敬互爱、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
生……”9月3日，在莒县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一场别开生面的颁证仪式正在举行。
莒县市民刘春刚、李晓红在颁证员的引导
下，站在国旗和国徽前举起右手，庄严宣
誓，并领取了结婚证书。“这场颁证仪

式，让我们一生难忘！”刘春刚说。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通

过颁证仪式、向家属邮寄发放倡议书等方
式对当事人加强道德教育，让他们明确婚
姻的内涵及意义，引导市民树立婚姻家庭
责任意识，强化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促进社会和谐进步。”莒县民政局副局长
刘彦英告诉记者。

自2013年以来，莒县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发挥婚姻登记工作在道德教育和移风易
俗中的作用，把倡导婚事新办、简办，作
为深化城乡文明行动的抓手，对当事人进
行《婚烟法》教育；并印制了“新婚当事
人四德工程建设倡议书”，把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以制度化
的形式向市民进行宣传。截至目前，该处
已为2 . 5万余对新人举行了颁证仪式。

近年来，莒县创新推行“道德仪式”
模式，抓住成长、工作、纪念日等重要节

点时期，对市民、企业进行道德教育。探
索将入队入团入党、成童、成人、结婚登
记、祝寿等人生重要成长节点，公务员、
教师、医生（护士）、法官、检察官、驾
驶员、纳税人等各行业从业人员取得执业
资格、升职升级培训等人生重要工作节
点，食品药品、商业零售等各类生产经营
企业和商家业户的开张、厂庆、店庆等重
要纪念庆典时间节点，引入“道德仪式”
模式，用仪式讲道德，用仪式做敬畏，用
仪式引导市民省心修身、崇德尚善，打造了
道德建设的新载体、新平台。

以“道德仪式”为载体，莒县围绕“孝、
诚、爱、仁”四个核心，大力弘扬孝德文化，
打出“大义莒县 厚德善行”道德品牌，为
经济社会的高质高效发展提供道德滋养。
同时，依托古莒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深度挖掘整合村史村训、家规家
训，总结提炼史训，传承孝老精神。把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家庭孝老美德、
移风易俗等内容作为村规民约修订重点，
广泛开展“立家规、传家训、育家风”宣传教
育活动。打造了家风家训馆、民俗文化展
馆、剪纸博物馆、历史文化展馆等一系列精
神文明建设阵地。

莒县创新设立“孝德基金”，传承弘扬
孝德文化，将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受
益人，以子女上缴的赡养金、社会捐助善
款、集体补助资金等为主要来源成立“亲情
宝”孝德基金，在子女缴纳赡养金的基础上
给予10%的补助。健全红白理事会制度，宣
传厚养薄葬，制止封建迷信活动。在白事中
提倡推行的“就餐一碗菜”“带黑纱白花”

“丧葬不超24小时”“拒绝二次装棺”，红事
中提倡“随礼不坐席、份子不过百”以及长
岭镇石井一村设立“礼事堂”、果庄镇前果
庄村推行“红九条、白十条”等做法，深受群
众支持。

□记者 周 艳 报道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今天，副省长于国安到聊城临清市督导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于国安一行先后来到山东、河北交界的临清卫运河
大桥第47号检查站，润林牧业和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督
导，详细了解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专
题会议精神，按照刘家义书记和龚正省长的批示要求，压紧压实责
任，强化措施落实。要扎实做好道路卡点的设置及检查工作，强化应
急值守、深化联防联控，坚决防止疫情传入。要督促指导养殖企业、
屠宰企业和无害化处理场所严格落实消毒工作和防疫措施，确保疫情
在我省不传入、不发生、不蔓延、不定殖，切实维护养殖业生产安
全、生猪产品市场供给和社会稳定，坚决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战。

坚决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战

□记者 齐 静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今天，省法院第十五次审判委员会全体会

议召开，省法院院长张甲天主持并讲话，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勇列席并
讲话。

张甲天表示，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是法律赋予
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对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落实
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法院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检察长列
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的重要意义，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
判委员会会议制度，促进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良性发展。

陈勇表示，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是检察机
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也是积极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和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大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工作力度，增强检察长列
席审委会工作效果，密切与各级法院的协作配合，齐心协力为加快建
设现代化强省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检察长列席省法院第十五次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

□记者 齐 静 通讯员 魏 琳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老龄办获悉，第十届山东老

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日至14日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展会共有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和日本、韩国、新

加坡等国家的4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达1 . 8万平方米，折合标准
展位500余个，参观人数预计将达50000多人次。展品涉及智慧养老、
医养健康、康复医疗、老年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将充分展示当前养
老领域所取得的众多创新成果。展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养老产业论坛活
动，就当前养老行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献计献策。

第十届山东老博会

10月12日在济开幕

“这场仪式让我们一生难忘”
莒县创新推行人生节点“道德仪式”，用仪式引导市民崇德尚善

□记者 肖 芳 报道
10月10日，在青岛市城阳区，“海水稻”大田试种开镰测产。

（上接第一版）对那些规划保留的“空心村”，很多年轻人进城了，谁
来振兴乡村？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西铺头村的经验是：求才、引才、育
才。十多年前，西铺头村还是个负债近百万元的穷村，发展蓝莓、草莓特
色种植后，有大学生回乡创业，村里就通过他们把导师请来搞组培、品
种改良；村支书于海峰还请来了国内和日本的牡丹专家，由于品种优
良、处理工艺独特，一枝牡丹干花能卖到1000元。目前，每年到村服务的
博士生导师有4名，博士8名、硕士20多名。一个专家带起一个产业，村里
100多名“土专家”随之成长起来，还吸引了50多名年轻人回乡创业，去
年村集体收入近千万元。

人才振兴，农民是主体。把留村的普通老百姓变成懂技术的新型职
业农民，乡村振兴才有持久动力。平度市仁兆镇沙北头村重视乡土人才
培养，村里的盆景葡萄带头人王雪锋只是高中毕业，合作社送他去青岛
农业大学进修，他一步步成长为种植能手。该村蔬菜合作社有个“庄户
学院”，不管“土专家”“洋专家”，农民种啥他们讲啥，十里八乡谁来听都
免费。去年一年，庄户学院培训了2000多位农民，其中500人拿到新型职
业农民资格证书，直接带动50多户脱贫致富。

一边是有人进城打工，一边是“换人”务农——— 换成经过培训的新
型职业农民、种植养殖大户，换成“棚二代”、大学生、“创客”等。一出一
进间，“空心村”就有了希望。

“空心村”往何处去，需要统筹谋划。日前，来山东参加乡村振兴研
讨会的住建部县镇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方明认为，乡村振兴，首先要
分清具体要重点振兴哪些农村，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乡村给予差别化
的政策、措施。在划分时，要从城乡关系角度整体考虑乡村发展，落实主
体功能区对乡村建设的需求，重点发展有资源优势、区位交通优势、处
于城乡之间“第三空间”的乡村；又要统筹好乡村的“三生”空间，即统筹
乡村生产空间、管控乡村生活空间、保护乡村生态空间。“2020年，我国
将力争实现乡村规划基本覆盖。”任方明说。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日照心脏病医院正式揭牌启用。据悉，该院是

按照国际JCI和国内三级甲等标准建设的心脏病专科医院，是青岛大学
第十二临床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疗技术协作中心。

日照心脏病医院启用后，将组建国内顶尖的“心脏团队”，为
患者解除病痛。在心血管健康联盟的支持下，医院还将联合周边医
院建立区域性以心血管疾病诊疗为特色和以胸痛中心分级服务体系
为一体的综合医疗服务网络，开展心脏介入治疗、高难度心胸外科
手术治疗、心脏体检与康复等诊疗项目，多学科协同为患者提供安
全、高效、专属的心血管疾病诊疗方案。

日照心脏病医院揭牌启用

□记者 王世翔 通讯员 房德华 周广学 陈 彬 报道
左：近日，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大赵村的甘薯喜获丰收。该村耐盐碱甘薯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是该市科协进驻大赵村开展展下派帮扶以来，为

开展科技产业帮扶建立起来的。
中：日前，郯城县10多万亩“股份水稻”喜获丰收。据县农业开发办负责人介绍，农民将土地作为股份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管理经营营，

股民除每月可获得3000元左右的酬劳外，年底根据收益每亩还可分得1000元以上的红利。
右：“寒露”时节前后，博兴县55 . 6万亩玉米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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