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
教育，关系每个孩子的前途，决定一个

民族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教

育事业。一次次寄语激扬青春梦想，一声声
问候温暖教育希望。他关心一件件教育“小
事”，推动“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愿景早日
成为现实。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记者在回访
中看到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画面——— 学有所教
的逐步实现，正在为中华大地每一个孩子插
上翅膀，让他们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坐落在海拔2700米的高山上，四川省昭
觉县的瓦吾小学终年云雾缭绕，被称作“云
端小学”。

11岁的男孩阿作伍勒即将在这里升入五
年级。每一个和他一样生活在大凉山的彝族
孩子都知道，在遥远的北京，有位慈祥的习
爷爷牵挂着自己。

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
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深入四川大凉山腹
地的昭觉县看望贫困群众。他为小女孩吉好
有果唱出的《国旗国旗真美丽》热情鼓掌，
关切地询问村民“孩子有没有学上”。

在这片被悬崖峭壁围绕的土地上，曾有
数以百计不通公路、几乎与世隔绝的“悬崖
村”，孩子们求学之路异常艰辛。4年前，当阿
作伍勒刚入学时，“云端小学”还不通公路。年
纪小小的他，需要沿着陡峭的山路步行一个
多小时，才能到达4公里以外的学校。

年迈的奶奶双目失明，常常在家流着
泪、揪着心，生怕他出意外。

这些年，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2015年，从昭觉县城通往瓦吾小学的水

泥路修通，阿作伍勒上学时间缩短了一半；
2017年，新校舍落成，孩子们搬进了明亮安
全的教室；需要深一脚浅一脚、挨家挨户找
回辍学放牛娃的校长，现在有了247名学
生；开齐了所有小学课程，“云端”上的孩
子还组建起校园足球队……

曾经被层层山峦阻挡的教育之光，照耀
着幼小的心灵，孕育着无边的梦想。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彝族群众半年后，沿着校门口的路，阿作
伍勒第一次离开家乡、坐着动车来到南京参加足球友谊赛。他的家族
里，从未有人走得这样远。

“等我长大，要去很多很多地方，和不同的对手比赛！我想
赢！”阿作伍勒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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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思凯 李振鲁
周 燕 袁 媛

蹲点采访兖矿集团，一个深刻的感
受就是：格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2013年，经历了“黄金十年”后，煤炭
市场量价齐跌，国内95%以上的煤炭企
业陷入巨额亏损，不少煤炭企业自此一
蹶不振。但兖矿却逆势而为、强劲反弹：
2018年，煤炭产量由2013年的7000万吨增
至1 . 61亿吨，年均增长26%，由全国煤炭
行业第16位跃至第3位；营业收入由2013
年的1013 . 32亿元增至2572 . 27亿元，年均
增长20 . 48%；利润总额由2013年的-59 . 63
亿元增至101 . 69亿元。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生死存亡的关
口，兖矿以舍我其谁的气魄和“我在功
必能成”的担当，实施了一系列突破性
的改革发展举措。

风雨兼程，拼搏伴歌。在7月10日

山东省国资委发布的2018年经营业绩考
核结果优秀档次企业中，兖矿名列第
一；在7月22日公布的2019年《财富》
世界500强榜单上，兖矿名列第318位，
一年提升81名。

交手世界500强，自己迈

入500强

6月29日，站在兖矿集团矿产和项
目分布版图前，兖矿集团原董事局主席
赵经彻老人指着位于澳大利亚、加拿
大、厄瓜多尔等国家的一个个海外开拓
项目，向记者一一介绍。“国有企业是
共和国的栋梁，我们的目标是为国争
光、与国际上一流的企业竞争。”

曾于1996年至2002年“执掌”兖矿
的赵经彻，尝到过煤价飞升的喜悦，也
经历了三年困难期的痛楚，去海外为国
企扬名，曾让他日思夜想。

未雨绸缪，方能强筋壮骨、逆风飞
扬！

早在2004年，煤炭行业“十年黄金
期”的第三年，许多煤炭企业还沉浸在
吨煤六七百元的盛宴中时，兖矿就成立

了兖煤澳洲公司，开启了国际化进程。
九年韬光养晦，2013年兖煤澳洲在澳大
利亚率先实施了以发行可转换债券为主
的“金帆”项目，利息转债息，公司财
务和信誉状况大幅改善；两年后，兖煤
澳洲启动“凤凰”项目，将旗下的澳斯
达等3个亏损煤矿，通过让渡经营权，
融资9 . 5亿美元。

恰在此时，一场令全球煤炭业瞩目
的“世纪大战”正悄然来临。

随着全球煤炭业进入下行周期，老
牌世界500强力拓2013年起着手出售全
澳洲顶级的动力煤资产——— 联合煤业。
经历了一轮又一轮艰苦卓绝的谈判，兖
矿于2017年初与力拓谈定了24 . 5亿美元
的交易对价。

眼看尘埃即将落定，位居世界500
强前列的嘉能可突然跳出，以高出兖州
煤业报价1亿美元的诱惑向力拓发出了
收购要约。兖煤迅速反应，原报价不
变、大股东兖矿签署财务保证函。但就
在力拓确认兖煤澳洲是优先买家的第三
天，嘉能可比前一次高出1 . 25亿美元再
次报价！此时，留给兖煤的响应时间只
有4天——— 当中还包括一个周末。依据

此前对中国国企工作效率和繁琐审批环
节的了解，力拓和嘉能可都认为兖煤已
回天无力。

令人意外的是，4天后，兖煤再次
作出了强硬回击，在交易价格不变的前
提下，优化支付条件，提高保证金。当
天，力拓董事会再次确认兖煤澳洲为联
合煤业的优先买家。

此次与力拓、嘉能可掰手腕，被时
任兖煤澳洲公司执委会主席的张宝才命
名为“大圣”项目。“大圣”最终何以
获“大胜”？张宝才说：“党委、董事
会、经理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果断高效！”

幸福青睐拼搏奋进者。恰恰就在兖
矿与嘉能可这一世界500强企业过手
后，成功迈入2018年世界500强。

勇向“大企业病”开刀

外部开拓高歌猛进，但兖矿决策层
并没陶醉其中，他们转眼向内，开始了
山东国企历史上从未破冰的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改革试点。

（下转第二版）

能源变革中的兖矿格局
外部开拓高歌猛进、内部改革勇于破冰，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云端”的孩子不再发愁“上学路”

故事一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董卿

炎炎夏日，山东道恩特种弹性体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特弹”）的大
厅里，一团琥珀色胶状物“身披”大红花，
被摆在十分显眼的位置。这是一个月前，
道恩特弹开车后成功生产的第一块氢化
丁腈橡胶，由此也宣告继日本、德国后，
我国具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氢化丁
腈橡胶制备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
实现了氢化丁腈橡胶的国产化。

20世纪90年代，山东道恩集团还只
是个塑料颗粒销售门店，二十多年时光
荏苒，如今成了涵盖高分子新材料、钛白
粉等八个板块的大型产业集团。在这里
蹲点采访，最深刻的感受是，无论时代怎
么变，道恩的初心始终不变，这就是对自
主创新一以贯之、一如既往的坚持。

“救活”一个项目，引来

一批人才

采访道恩，是一个刷新对橡塑产品
认知的过程——— 通过多种材料间的优势
互补，有的在硬度上胜于钢铁，有的应对

“酷暑”“严寒”游刃有余……
其中，氢化丁腈橡胶近来风头最盛，

作为综合性能最好的橡胶，它能满足国
产大飞机高功率发动机等特殊环境要
求。

因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2017年以
前，一吨氢化丁腈橡胶能卖到30万元左
右。道恩中试成功后，推动价格持续下
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个因长期无
法突破、差点“黄”了的研发项目。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以下简称“北

化”）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田洪池博士道出了那段历
史：1992年，北化开始与台湾一家企业合
作开展氢化丁腈橡胶研究，遗憾的是十
年下来未能成功，台湾企业最终撤出。那
时，道恩已在TPV（热塑性硫化橡胶）领
域与北化建立起多年的合作关系，相关
研发成型后，正寻找下一步的合作方向。
经过一系列评估，道恩集团董事长于晓
宁敏锐地作出接手的决定。

围绕氢化丁腈橡胶研发，2010年
起，道恩与北化开始在北京展开中试；
2015年，进行工艺包的放大；2017年，
正式立项建设；2019年6月，开车并成
功生产……就这样，道恩用了十年，不
仅“救活”了一个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还最终发展为产业化平台。

在这个项目进行过程中，田洪池结

束北化、道恩的“双跨”身份，正式成
为道恩一分子。“虽是企业，但这里有
绝不亚于高校的对创新的热情和坚韧，
并提供了针对细分领域的更专业的研发
平台。”他表示。

正是这份热情与坚韧，使得道恩在
与北化、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合作中，
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种子”来此扎根，
并由他们主导了一系列新产品、新工艺
的研发。目前，道恩已逐步发展成为国际
上高分子行业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

将塑料贸易变成一项

“技术活”

5家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12个国
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1项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下转第三版）

一以贯之攻橡塑的道恩初心
深耕十年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氢化丁腈橡胶国产化

□记 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元忠 报道

本报淄博8月7日讯 今天，65岁的淄
博市临淄区凤凰镇西齐村种粮大户齐中
江，从省农业农村厅财务处处长冷彩凌手
里接过了一张保单，这是山东省签出的首
张玉米收入“保险＋期货”保单。“我有
1400多亩地，虽没遭过什么大灾，但玉米
市场波动大，价格也不稳定，有时连本都
回不来。现在有了收入险，以后种玉米心
里可是有底了！”

“以往的政策性大灾保险只能保损，
而这次的玉米收入保险既涵盖了防范自然

灾害意外事故带来的风险，又涵盖防范价
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对农民尤其是土
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的种植大户来说，
这是个‘双保险’。”冷彩凌说。

据了解，临淄区玉米收入“保险＋期
货”试点项目已获得大连商品交易所备
案，中华财险淄博中心支公司与华安期货
责任有限公司合作进行承保工作。临淄区
玉米收入保险试点面积12091 . 25亩，涉及
种植大户13户，提供风险保障金额1234万
元。参与此次试点的农户不花一分钱，88
万元保费全部由政府和大连商品交易所试
点项目补贴承担。

“玉米属于大宗交易品种，我们与期货
公司合作，一是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
功能，把期货价格作为保险产品的目标价
格和理赔依据；二是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
保值功能，为投保的种植、养殖产品分散价
格下跌风险。”中华财险淄博中心支公司农
村事业部经理于新浩介绍，在维持现有农
业大灾保险补贴水平、不增加各级财政负
担的情况下，每亩玉米最高保险金额调整
为1020元。在约定时期内，由于产量或价格
变化造成保险玉米实际每亩收入低于约定
每亩收入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
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今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扩大覆盖面，提
高保障水平，拓宽服务领域，优化运行机
制，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
发展”。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提出深入推进
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稳步扩大“保险
＋期货”试点，促进金融市场服务三农。

玉米收入“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将有力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保障农业产业稳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推动乡村振兴。

山东首张玉米收入保单在临淄签出
因产量或价格变化造成亩收入低于约定收入，投保人即可获赔

本报济南讯 日前，大众日报新闻客户端新锐大众在
四周岁生日之际，以全新面貌出现在用户手机上，给用户
带来更好使用体验。这也是大众日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重要批示精神，推进深度融
合，主力军加快挺进主阵地的成果之一。

新版的新锐大众，突出“党端”的发展定位，践行
“居于中心工作之中”的核心理念，更好地发挥党报的政
治优势、资源优势、内容优势，突出可视化、智能化、精
准化、互动化，推出政事、政库、定制等全新功能和栏
目，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更贴身贴心的信息服务。新
版上线后，新锐大众还将深入推进下基层、进机关、进高
校等系列活动，不断擦亮“党端”品牌。

作为省委机关报、省委舆论主阵地，大众日报·新锐大众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为指引，弘扬沂蒙精神，加强
改革创新，调整组织架构，优化业务流程，不断推进深度融合
和全媒体建设。据刚发布的《2019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
告》，大众日报融合传播力在省级党报中位居第二。

流程再造、媒体融合，极大地激发了新闻生产力、新闻传
播力、舆论影响力。新锐大众打造的“望
岳谈”“齐鲁政情”“理上网来”“高层声
音”等重点栏目，在关键时发声，在紧要
处下笔，发挥了定调、引导的功能，产生
了广泛影响。

对本次改版，新锐大众诚邀广大
用户把脉支招。您有意见、建议，请
下载新锐大众客户端、关注大众日报
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山东事看党端
新锐大众全新升级

新锐大众迎来上线四周年

大众日报融合传播力不断提升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8月7日，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贾寨后

村，农民驾驶机械设备给大葱培土（左
图）。

8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我
省各地农民适时开展田间生产管理，为农业
丰收增产打下良好基础，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景象。

立秋时节
丰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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