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凤凰展翅，
逐梦蓝天。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25日上午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机场正式
投运并巡览航站楼，代表党中央向参与机
场建设和运营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
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
到5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顺
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
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
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
势。新中国70年何等辉煌！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奇迹是
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自信继续奋斗，朝
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实践充
分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仪式并致辞。

9时45分，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丰
台区的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草桥站，考察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情况和大兴机场
线运营准备情况。连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和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专线，一期工程41
公里已建成投运。草桥站把地铁站功能和
机场值机功能结合起来，让乘客在地铁站
内就能实现国内国际值机，办理行李安检
和托运，实现了城市交通同机场交通的无
缝衔接，极大便利了广大乘客。

在草桥站进站大厅，习近平结合展板
听取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城市轨道交
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发展轨
道交通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
建设绿色城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北

京要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构建综合、
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
通系统，始终保持国际最先进水平，打造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随后，习近平乘坐轨道列车前往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在途中详细询问轨道列车
的设计制造和票价、行李托运、同其他交通
线路衔接等情况。习近平强调，城市现代化

要交通先行，要发挥好大兴国际机场的辐
射带动作用，联通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北
京“四个中心”、雄安新区建设，服务好京津
冀协同发展。 （下转第二版）

9月25日11时28分，习近平宣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奇迹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最
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
示，向已经逝世的“最美奋斗者”表示深切的缅
怀，向受到表彰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最
美奋斗者”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
央宣传部等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
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
这对学习英雄事迹、培育时代新人、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
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
壮丽篇章。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模范都值得我们
敬仰和学习。要广泛宣传“最美奋斗者”的先进
事迹，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奏响新中国奋斗
交响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用英雄模范的
感人故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情怀、
坚定奋斗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25日上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
宁会见了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参
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随后，他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最美奋斗者”
学习宣传，铭记由无数奋斗者写就的新中国70年
光辉历史，弘扬爱国奋斗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
起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力量。

表彰大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张富清等278
名个人、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
群体等22个集体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叶培建，山
东省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
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
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
省甘孜县分公司驾押组组长其美多吉，空军航空
兵某部部队长蒋佳冀，陆军第79集团军雷锋班第
26任班长、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代表张阳，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名
誉馆长、焦裕禄同志女儿焦守云，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北京局丰台机务
段“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毛泽东号”机车组代表刘钰峰等受
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组部部长陈希，以及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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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 9月24日至25日，以“信用，赢未来”为主

题的2019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济南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
龚正，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龚正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开幕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我
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发挥独特优势，守正出新、革故鼎新，聚力
打造诚信法治的社会生态，信用山东建设扎实推进。我们加快征信
体系建设，强化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让守信者畅行天
下、失信者寸步难行。我们坚持依法行政、阳光行政，创优发展环
境，加快构建全方位的社会信用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信用支撑。

连维良高度评价了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他
说，一个城市要赢未来，政府、企业、个人都要赢，政府要赢在言
而有信，企业要赢在守法诚信，市民要赢在知礼崇信。要以拓展
“信易贷”缓解守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分级分类监管深
化放管服改革、以践行信用承诺优化营商环境、以立法先行推进信
用体系建设等措施，赢信用，赢未来。

新华社副社长刘正荣，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书坚，省委常
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前，龚正、连维良等参观了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就展。
高峰论坛期间，举办了主论坛、平行主题论坛等活动，发布了

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在16个城市中我省的青岛
市榜上有名。

□记者 陈明 吴荣欣 报道
本报东营9月25日讯 今天，山东省港口集团渤海湾港东营港区

2×10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开工仪式在东营港举行。这是山东港口集
团成立以来首个开工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东营建港35年来首个10万
吨级码头，也是山东渤海湾西岸三市四港中唯一的10万吨级码头。

凭借7000万吨的石油炼化产能，东营占据全国炼化份额的十分之
一、全省的六成。随着近年来石化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山东省委
省政府着力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的背景下，东营港有些力不从
心——— 总体规模小、深水泊位少、码头等级低等问题日益凸显。

山东省沿海港口整合为东营港发展带来机遇，2018年10月11日，挂
牌仅半年的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与万通海欣控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并成立山东渤海湾海欣港务有限公司，在东营港区南港池一突堤建设2
×10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该项目年通过能力达980万吨，2020年年底建
成投产后东营港2×10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将基本实现全天候生产。

“根据以往的经验，项目的相关审批手续，没有一年半的时间根
本跑不下来。我们借政府机构改革的契机，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仅用
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手续，目前港池疏浚已基本完成。”山东省
港口集团渤海湾港工程管理部部长、山东渤海湾海欣港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建东说，“此外我们还在积极推进与中国燃气合资建设的东营
港LPG码头、罐区项目。”同时，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也加大了与相
关民营企业谈判的步伐，已与东营民营企业万通集团达成共识。

“该项目建成后，东营港的港口靠泊能力将显著提升，港口吞吐
量也将猛增。更重要的是对东营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实现传
统石化产业向‘油头化尾’全产业链发展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推动作
用。”山东省港口集团渤海湾港副总经理薄传民说。

2019中国城市信用建设

高峰论坛在济南举行
龚正连维良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山东省港口集团首个重点工程开工

东营港迎来10万吨级码头

七七秩秩立立潮潮头头 奋奋进进新新时时代代
——— 新中国七十载华卷上的山东足迹

9月25日上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机机场
正式投运并巡览航站楼。这是习近平看望参与机场建设和运营的工作人员代表，同他们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卞文超
李子路 张国栋

秋月的黄渤海，天高气爽。
9月1日，长岛开海。北城村年近七

旬的老渔民孙长志开上自家渔船，豪迈
悠长的渔号划破天际，和着海浪声回
荡。

70年前的8月20日，在支前渔船的
阵阵号声中，长山岛战役大捷，山东全
境解放。上世纪90年代，伴着“孙长
志”们的号声，这个山东唯一的海岛县
成了全省首个“小康县”。而今，这里
又成为省级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孙长志开起渔家乐、吃上旅游饭，远去
的号子又成为最打动游客的曲调。

号子一声山水绿，回望千帆立潮
头。

俯仰70年，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
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演绎了
一段民族史册上的伟大传奇；俯仰70
年，齐鲁儿女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
行、与时代同步，绘就了一幅沧桑巨变
的壮美画卷。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百
业凋零，到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这是
挺立潮头的时代征程，这是接续奋斗的
创业凯歌。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深情似海、厚
望如山，多次视察山东，作出重要指
示。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大势、谋
发展、求突破，确立并全面展开新旧动
能转换、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等八大发
展战略，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齐鲁大地处处生机盎然。

一个新动能澎湃涌动的新山东，一
个精气神蓬勃焕发的新山东，正向着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昂扬
再出发。

往事不堪回首。历史上，因吃不
饱、穿不暖，近2000万山东人投身中国

北方那场世所罕见的迁徙潮，成了“闯
关东”的主体人群。

寿光市化龙镇夏店村村民孙维平就
是其中一员。 1984 年，不甘心在黑土地
里刨食的他返乡，在村里第一个种起冬
暖式大棚，第一个成立种子销售公司。
他的儿子孙凤堂则创办了寿光第一家民
营蔬菜育种公司，年销售收入上亿元。

昔日闯关东，如今看山东。1952
年，全省生产总值仅43 . 8亿元，到2018
年按可比价格增长 3 4 4 . 4 倍，达到
76469 . 7亿元。现在1天创造的财富量相
当于1952年全年的4 . 8倍。更令人自豪
的是，山东以占全国1 . 6%的土地，创造
了全国8 . 5%的经济总量，始终是全国经
济重要的“增长极”。

枯燥的数字往往内有乾坤。回首70
年发展历程，山东知所来、识所在、明
所往，勇立潮头、踔厉风发、开拓创
新，在不同发展阶段把准奋进的历史方
位和坐标，为守好首都的“南大门”
“护城河”、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独特
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莒南
县厉家寨农民开山劈石、战天斗地争取
农业丰收，毛泽东亲笔批示：“愚公移
山 ， 改 造中国 ， 厉 家 寨是一 个 好
例……”厉家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
面旗帜。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山东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
济制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改革
开放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
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
风，敢闯敢试、担当务实的山东人民，
把握历史机遇，争做时代弄潮儿，以自
己的创新实践，创造了生动鲜活的齐鲁
样本。

1978年春，东明县小井村、柳里村
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实行农业生产责任
制。1992年，潍坊在总结“商品经济大
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做法的基础
上，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组织实施农业产
业化战略，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
模式”“寿光模式”。如今，山东已经
成为全国人民的“菜篮子”。

包产到了户，还要不要党支部？上

世纪80年代，莱西农村基层组织“三配
套”建设经验，引起党中央关注。随后
召开的“莱西会议”，统一了思想认
识，消除了争论，形成以党支部为核心
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总体思路格局，在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史上树起一座丰
碑。

……
历史的辙印不断延伸。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山东，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山东“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新时代现
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山东发展树
立了新坐标、明确了新定位、赋予了新
使命。

省委、省政府旗帜鲜明、立场坚
定：做好山东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做到一切发展思路以此来谋
划、一切发展布局以此来展开、一切发
展举措以此来制定、一切发展成效以此
来检验，始终保持山东工作的正确方
向。

2018年和2019年的两个夏月，省
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率领山东党政
代表团，先后赴苏浙粤、京冀沪，实地
学习当地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经
验做法。两次外出学习，犹如打开了一
道思想闸门，让大家看到了差距，找到
了不足，寻到了标杆。对如何把总书记
重要指示要求转化为山东的生动实践，
思考更加深入，思路更加开阔，措施更
加精准。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省
委、省政府在深入调研谋划、摸透省情
的基础上，找准山东定位，着力进行顶
层设计、谋篇布局，形成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为目标，以八
大发展战略为支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
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统领的整体发
展格局。山东发展由此站上崭新的起
点，打开了全新的空间。

把准方位，探索奋进。70年来，齐
鲁大地上演绎了太多的精彩故事，创造
了太多的发展传奇。

回望70年，我们更加深刻地体认

到，山东大地上留下的每一行坚实足
迹，奏响的每一曲时代强音，无不体现
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深切关怀，无不
凝聚着齐鲁儿女的艰辛努力、探索实
践。

回望70年，我们更加深刻地体认
到，只有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扭住“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
标定位不放松，谋好篇、布好局，勇担
当、抓落实，才能全面开创现代化强省
建设新局面。

前不久，在以“聚焦新动能 共享
新机遇”为主题的第二十五届鲁台经贸
洽谈会上，潍柴全系列国六动力产品精
彩亮相，氢燃料电池更是“吸睛”无
数。

跟随新中国成长的脚步，1946年建
厂的潍柴不断上演动能迭代的传奇：从
探索模仿生产6160柴油机，到在国内率
先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马力电控
蓝擎发动机，再到建立排量从 2 L -
579L、功率从30马力—12240马力全系列
全领域发动机体系，最终成就“大国重
器”。

奔腾不息的潍柴动力，是“齐鲁
号”巨轮驶入高质量发展新航程的一个
生动注脚。

回望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依旧
让人心潮澎湃：1952年，青岛四方机车
厂成功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解放型蒸汽
机车；1954年，山东筹建中国第一个氧
化铝厂；1961年，东营打出第一口工业
油流井——— “华八井”，发现胜利油
田；1971年，济南二机床厂研制出全国
第一台气缸体平面拉床；1994年，全省
首家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
钢铁联合企业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正式
成立……

70年来，山东不断释放资源红利、
人口红利、改革开放红利，逐步建立了
完整工业体系， （下转第二版）

从苦穷贫弱到沿海经济文化大省，

山东始终把准坐标，立潮头、敢争先，

为全国大局作出独特贡献

方位

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到加快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山东不断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让“齐鲁号”巨轮驶入高质量发展

新航程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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