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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 建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讯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12月4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邢善萍到临清市调研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其间，实地到贫困户
家中走访、调研部分扶贫项目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邢善萍对临清市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她强调，要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坚定信心决心。要以“一
线工作法”抓具体、抓落实，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在精准、精深上
下功夫，在“严”和“实”上下功夫，努力把中央和省委要求转化为
生动实践，交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合格答卷。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今天，省司法厅、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
联合举办山东省民营经济法律服务团、山东省总商会民商事调解中心
成立暨法治体检专项活动启动仪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海出
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随莲出席。

林峰海指出，律师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支
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广大律师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
企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既在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
展中作出律师贡献，又推动律师行业转型升级、由大变强，实现民营经
济与律师行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全省广大律师要全力做好法治体
检，开展好法治宣讲，构筑风险防范和纠纷化解机制，打造法治营商环
境。要倒排工期，统筹谋划，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工作保障，确保活动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推动律师服务民营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

□记者 李 振 通讯员 孔令曦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今天，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医养健康产业项目洽谈会在济南召开，副省长孙继业出席会议
并为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揭牌。

据介绍，按照省委、省政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构建“十强”
产业“6个1”协调推进体系的部署要求，我省由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组
建了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协会。协会涵盖医疗卫生、健康养老、健康
管理、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健康旅游、体育健身、健康大数据等多
门类、跨领域、全链条的医养健康产业集群，旨在为会员单位搭建与
政府的沟通桥梁，传递企事业单位意见和建议，搭建招商引资开放合
作平台，助力全省医养健康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协会共拥有单位会
员224家、个人会员756人。

□记者 周 艳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二十

五批信访举报件共计160件（来电96件、来信64件）。截至12月5日，
已办结157件，正在办理3件。

办理情况：责令整改151家，立案处罚19家，罚款金额110 . 4256万
元。对相关责任人员问责5人。

□ 本报记者 齐 静

“无论是用复员费为家乡安装太阳能
路灯、开办军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还是
帮助退役战友创业就业，都是我应该做
的。当兵12年，红色基因已深植于我的血

脉。脱下军装我仍然是个兵！”烟台军星
特种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动情地说。

刘晓的老家在河南省邓州市白牛镇扇
刘村。每次回乡探亲，他总能听到乡亲们
夜间出门摔伤的事。“安装路灯需要一大
笔费用，村里拿不出，我就想到了自己的
复员费。”刘晓说。

2015年，即将退役的刘晓面临两个选
择：一个是按国家政策，由政府安置工
作，进一家事业单位；另一个是自主创
业，可以一次拿到复员费32万元。为了让
村里尽快安上路灯，刘晓选择了自主创
业。2016年春节前夕，102盏太阳能路灯

安装完毕，那是刘晓最开心的时刻。
捐出所有复员费，生计问题如何解

决？刘晓选择回烟台创业，从一家小小的
军品店做起。创业至今，刘晓很少过一个
正儿八经的双休日，每次外出都是夜里乘
车乘机，白天展开工作。员工们都说，他
是“一天当成两天用，三年干满六年
活”。靠着部队培养出来的拼搏进取、永
不言败的精神，刘晓硬是把公司发展成为
年销售额4000万元的企业。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刘晓却从未忘记
亲如兄弟的战友。三年时间，他累计拿出
70余万元帮助120余名退役战友渡过创业

难关或成功就业。战友魏峰涛退伍后想在
老家开个军品店，但他既不懂专业又缺乏
资金，十分犯难。刘晓得知后，一个电话
打过去，让魏峰涛先到自己公司实习一个
月，管吃管住，包教包会。

在烟台这座全国双拥模范城，刘晓创
造了双拥工作“四项第一”：带领团队成立
了烟台市第一个挂牌服务的拥军服务中
心；创办烟台军星拥军网，已开通拥军人物
等十多个栏目；成立志愿者业余拥军艺术
团，逢年过节慰问部队；成立军地鹊桥会办
事机构，共有200多名军地青年共赴“玫瑰
之约”，20多对军地男女青年成功牵手。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申 红

扭住“高”“新”二字不放松，始终
瞄准最前沿、最尖端的高新技术，瞄准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济南高新区捧出累
累硕果：日前，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国家
级高新区综合排名，济南高新区位列第11
位，连续两年，每年提升4个位次，距离
前十方阵仅一步之遥。

记者看到，在本次综合评价排名中，
济南高新区在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能力、国际化和参与
全球竞争能力、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四
个一级指标方面都有所提升。其中，知识
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从第18位上升到第15
位，细分指标包括国家级研发机构数、国
家级孵化器数、园区管委会的体制机制创
新和有效运作评价等；高新区可持续发展
能力从第73位上升到第12位，是四个一级
指标中上升幅度最大的，细分指标包括从
业人员数增长率、企业数量增长率、企业
上缴税收总额增长率等。

“这两项指标与济南高新区实施扩
区、承接市级行政权力、体制机制改革及
行政服务效能提升带来的市场主体爆发式
增长、财政收入迅速增加等密不可分。”

济南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宏志
介绍说。

2016年，济南高新区发展面积扩大至
318平方公里，并启动了体制机制改革工
作。伴随着2号章的使用及承接3200余项
市级行政权力等一系列工作，从2017年的
全省首张无介质电子营业执照，到2018年
的“互联网+手机APP”全流程营业执
照、全省第一张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营
业执照，再到在全市率先实现重点工业项
目“三证齐发”和“拿地即开工”……济
南高新区一些在全市乃至全省首创的先进
经验做法不断涌现，行政服务效能不断提
升，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大大激发了市场
活力。今年1-10月份，济南高新区新增市
场主体11577户，同比增长29 . 5%，市场主
体总数达到53680户，同比增长27 . 2%。

11月30日，正威山东总部及光电子集
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项目在济南高新区
启动建设。光电集成产业项目是通过儒商
大会引进的十强产业重点项目，建成后对
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重要引领作
用。

以正威项目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的
数量是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能力的重要指
标，这方面济南高新区从第28位上升到第

15位。包含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和外籍常驻
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等指标在内的国际
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济南高新区从第
24位上升到第11位。

这两项能力的提升也是济南高新区加
大“双招双引”力度、加快产业升级、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集中体现。目前，济南
高新区建立起了包括国家超算济南中心、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平台、集成电路设计、
量子通信研发、大数据应用等在内的40多
个技术支撑平台，构筑了从众创空间、孵
化器、加速器到产业园的完整产业生态，
培育发展了浪潮、齐鲁制药、中国重汽、
韩都衣舍等一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
企业，形成了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
人才链、资本链成熟的产业集群，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项目、高层次人才聚
集于此。

截至2017年底，济南高新区新入选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等省级及以上人才计划35
人。当年，济南高新区共引进项目123
个，其中“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
项目各8个；净增高新技术企业148家，实
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951亿元，占规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达到71%；上市企业总数达
到110家，其中，新三板挂牌企业88家，

居国家级高新区第4位。今年前三季度，
济南高新区又引进“世界500强”项目8
个、“中国500强”项目10个，有38家企
业入围2018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占全省
入围企业总数的35 . 2%。

“就像空气、阳光、水分、土壤、树木是
营造一个区域‘生态大森林’的必要资源，
济南高新区将深入实践‘生态赋能’式发
展。”王宏志表示，将以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简洁高效的政务生态、富有活力的
创新创业生态、彰显魅力的自然生态、诚
信法治的社会生态，再赋能于企业和人
才，培育出郁郁葱葱的产业大森林。

济南高新区以“争创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为目标，制定了“千百万”产业升
级行动计划，每年培育一个千亿级的企业
或新兴产业，每年至少开工建设一个产出
过百亿元的产业项目；出台了创建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三年行动目标，重点实施人
才优先战略、创新开源战略、企业倍增战
略和产业亮剑战略，兼顾创业升级战略、
国际链接战略和形象优化战略，推动中科
院协同中心项目等35项重点工作。力争到
2021年，产业总规模达到万亿水平，成为
引领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带动省
会城市群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邢善萍在临清调研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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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海讲话

我省成立医养健康产业协会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

办理情况（第二十五批）

作为首批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青岛———

决胜蔚蓝，向海洋要竞争力

用复员费“点亮”村庄，出资帮战友创业就业，刘晓说———

“红色基因已深植于我的血脉”

济南高新区 何以登新高
紧盯尖端科技，瞄准重大工程，全国排名两年提升8个位次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日，2017年度中国政府政务公开金秤砣奖在

深圳揭晓，山东省人民政府等3个省级政府单位获得“金秤砣奖”。
据了解，本次是山东省政府连续两届获得“金秤砣奖”。

“金秤砣奖”是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于2013年底发
起的第三方评议活动。在2017年度中国政府政务公开金秤砣奖评选结
果中，上海市政府、山东省政府和江苏省政府获得金秤砣奖，江西省
政府等7个省级政府单位获得银秤砣奖，吉林省政府等18个省级政府
单位获得铜秤砣奖。

据介绍，本次中国政府政务公开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以科学、专
业的评估体系，对各省级政务的政务公开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地评
议，从而为政府决策者提供建议。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
处负责人表示，山东省将以获得“金秤砣奖”为契机，进一步准确把
握好新时代政务公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作为，勇
于担当，着力在行政权力全过程公开、政务服务全流程公开、社会关
切全方位回应上下功夫，努力书写好中国政务公开故事山东篇。

山东省政府获2017年度
中国政府政务公开金秤砣奖

（上接第一版）两国领导人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习近平强调，我
这次访问葡萄牙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圆满成功，为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葡萄牙是我这次出访欧洲、拉丁美洲并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行程的最后一站。在整个
出访行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稳定、国家发展繁
荣、自身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和殷切期待。虽然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和
挑战，中方将始终遵循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与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鸟瞰青岛蓝谷。 □记者 肖芳 报道

（上接第一版）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政治建设的要
求落实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四个服从”“两个维护”，不断提高党组自身建设和机关党建工
作水平，确保常委会和机关各项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要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讲话，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
的精神实质，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善于把人大工作放到全局工作中谋
划推进，把山东的事情与全国、全球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不断提升
放眼世界看问题、立足实际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 本报记者 肖芳 宋弢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海洋是青岛
最鲜明的城市印记。

1984年，青岛被列入首批全国沿海
开放城市，领风气之先。改革开放40年
来，青岛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海洋密切
相关。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
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
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总书记的要求
就是青岛的使命。作为山东海洋强省建
设的主战场，青岛扛起责任，海洋战略成
为贯彻国家和全省发展战略的担当之
举、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主攻方向。

海洋科技的“天王山之战”

全国海水养殖五次产业浪潮，均从
青岛发端，进而推广至全国。上世纪80年
代养对虾，80年代和90年代养贝类……
90年代，青岛“以养兴渔”“科教兴渔”，又
掀起海珍品养殖产业浪潮，让昔日“贵
族”鱼类变成百姓餐桌普通菜肴。

岛城引领五次蓝色浪潮，并非偶然。
青岛一向是我国海洋科技重镇，全

国30%涉海院士、40%涉海高端研发平
台集聚于此，海洋科研实力全国领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时强调，发展海
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

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下，青岛当
仁不让地发起了抢占海洋科技高地的
“天王山之战”。

海洋科技要素正加快在岛城集聚：
国家级海洋创新平台形成——— 即墨鳌山
湾畔的青岛蓝谷，聚集海洋试点国家实
验室、国家深海基地等20多家“国字
号”涉蓝科研机构；海洋科研人才“朋

友圈”建立——— 重大引才专项行动面向
全球引进数百名海洋高层次人才，青岛
国际院士港等人才高地崛起；全球海洋
科研对话渠道打通——— 海洋试点国家实
验室联合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国
建起海外研究中心。

30多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
带领团队在青岛成功研制亚洲第一个、
全球第五个现代海洋新药“藻酸双酯
钠”。今日的青岛，搭建起海洋药物虚拟
筛选平台，使得药物筛选准确率由20%
以下跃升到70%以上。不久的将来，这里
将催生千亿级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青岛作为全省乃至全国海洋经济
“策源地”的效应日益凸显，为其早日成
为“国际海洋名城”蓄起强劲动能。

产业转型的主阵地

从1978年到2017年，青岛三次产业
结构比例由22 . 7：52 . 7：24 . 6调整为
3 . 4：41 . 2：55 . 4。

改革开放以来，海洋产业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的作用，分量颇重。

改革开放以来，青岛凭海建业，大
力发展海洋经济。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海西湾船舶
制造基地，集聚数十家大型造船企业，是
青岛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曾几何时，受全

球船运市场低迷、船舶产能过剩的影响，
国内造船企业举步维艰。海西湾的表现
却让人眼前一亮。全球最大新型40万吨
级的“天津号”矿砂船，世界首座、规模最
大的半潜式智能海上渔场“海洋渔场1
号”……一批“海洋重器”从这里驶出。

海洋产业已成为青岛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2017
年，青岛实现海洋生产总值2909亿元，
同比增长15 . 7%，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38 . 4%；青岛海洋三次产业比例由
2012年的6 . 9：44 . 8：48 . 3调整为2017年
的3 . 6：52 . 0：44 . 4，海洋第二产业保持
较快增长势头，并且呈现出高级、精
密、尖端的趋势。

如今的青岛海洋经济，传统产业正
加速凤凰涅槃，新兴产业也在蓬勃生
发。青岛蓝谷、西海岸新区、红岛经济
区“一谷两区”海洋经济优势凸显；崂
山海洋生物特色产业园等13个海洋特色
产业园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魅力的主打元素

青岛素以“美丽”著称，“碧海蓝
天、绿水青山”底子厚实。

1992年，青岛开展解放思想大讨
论，持续了近7个月。讨论结果之一
是，青岛市委和市政府搬迁，走出西部

老城区的逼仄“围城”，搬迁到尚未开
发的东部地区。城市发展框架得以拉
开，这成为改革开放40年里，国内城市
提高城市品质的精彩一笔。

眼下，“更加时尚美丽、更加独具
魅力”，更是被明确列入了青岛城市发
展新目标。

青岛的“海洋保卫战”成果丰硕：
在全国率先推行“湾长制”，“美丽海
岸”“蓝色海湾”等生态治理工程相继
启动，拆违建、清岸线、调项目、修慢道、
植绿化、保文化，恢复海岸线自然面貌，
实现“水清、岸绿、滩净、湾美”。

“以前水产大棚和养殖池到处都
是，公众生态福利被养殖户圈地占据。
有时候想来赶海，还没走到海边，就会
被呵斥而回，近在咫尺的大海却显得越
来越远。”回忆过往，青岛西海岸新区
琅琊镇居民胡先生感慨万千。青岛护海
行动中，这些违章建筑和养殖池被一一
拆除。如今的琅琊镇海岸线，每逢落
潮，“海螺蟹子上了山”，村民们到岩
礁和滩涂赶海嬉戏。

2017年青岛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
状况稳中向好，98 . 5%的海域达到优良
水质标准。

美丽的“黄海明珠”，正以更具魅
力的容貌，使近者悦、远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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