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不断加强和完
善，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营
经济统战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方针
政策，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委统
战部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工商联要发挥
群团组织作用，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
的周围，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努

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力量。

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16日在京
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战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信
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引
导民营经济人士完整准确理解“两个毫不
动摇”，坚定制度自信，把他们更好团结
在党的周围，为实现民族复兴凝心聚力。

汪洋指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点多面
广线长，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要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群策群力。要
调动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
育、自我提升，深刻认识个人的成功既源

于自身努力，更得益于伟大的时代、伟大
的事业、伟大的党，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情感认同。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
家国情怀，以产业报国、实业强国为己
任，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参
与光彩事业和精准扶贫，做爱国敬业、守
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
抓好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以提升
素质、优化结构、发挥作用为目标，改进
综合评价工作，重视年轻一代培养。要及
时掌握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和诉求，齐心协
力把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和克服眼前
困难，增强发展信心。要按照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的要求，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
完善民营企业权益维护机制，激励干部主
动作为、靠前服务，做到“亲”而有度、
“清”而有为。要发挥好工商联和商会的

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组
织。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
长尤权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表示，各级统
战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
贯彻落实，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
务，加强统筹协调，努力开创新时代民营
经济统战工作新局面。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
省委统战部、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
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
云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
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统战部、
工商联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 激昂新时代交响，

嘹亮新黄河乐章。大型交响音乐会《黄河入
海》今晚在济南奥体中心东荷体育馆精彩上
演。省委书记刘家义，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
杰，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出席，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李群讲话，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出席。

李群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
示要求，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沿黄流域九省区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黄河流域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展播活动。黄河的故事灿若繁星，黄河的文
化源远流长，黄河的精神振奋人心。让我们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以此次展演展播为契机，推动黄河文化
遗产保护和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
的精神力量。

《黄河入海》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是黄河流域舞台艺术优秀剧目
展演展播活动的首次演出。音乐会由上部《怒吼
吧黄河（节选）》、下部《幸福母亲河（<我的母亲
河>节选）》两部分组成，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时代主题，唱响新时代新黄河的最强音。上
部选取《黄河大合唱》中《保卫黄河》等5首经典
作品，展现九曲黄河气象万千的历史文化积淀，
唱响母亲黄河、英雄黄河、革命黄河。下部为新
创作的《黄河入海》，包括《黄河遇见大海》《泰山
颂》等6首作品，集中呈现生态保护、国泰民安、
乡村振兴、新动能与高质量发展、文明交汇、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内涵，深刻阐释奋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鲜明主题，
以跨越80年的音乐时空对话反映新时代、新黄
河、新征程。充满激情的情景朗诵《我们是黄河
泰山》和短片《献给母亲河》串联起上下两部。整
场音乐会气势恢宏、高潮迭起，气氛热烈、掌声
不断。演出最后，现场观众对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报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

音乐会前，中国重汽集团首次发布创新领
跑的高端民族自主品牌———“新黄河”重卡。黄
河卡车诞生于1958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
品牌。“新黄河”重卡在60年后焕发新生，与《黄
河入海》交响乐共同谱写现代制造业与典雅艺
术的琴瑟合鸣、融汇交响，成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家义、李干杰等省领导还观摩了新旧动能转换山东装备制造新
科技成果展。

有关省领导，旅游发展大会参会嘉宾，中国重汽集团职工代表等
观看演出。

文旅融合发展 乐享好客山东

2020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
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

刘家义讲话并宣布开幕 李干杰主持 李群致辞 杨东奇出席

■编者按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山东的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寄托着滩区群众百年的“安居

梦”“致富梦”，对全省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牢记总书记

嘱托，山东把黄河滩区脱贫迁建作为脱贫攻

坚重点任务，决心到2020年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给60万滩区群众一个“稳稳的家”。

本报一直见证、记录黄河滩区变迁。

2019年8月，大众日报启动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大型蹲点调研，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总编辑

带领下，记者多次深入滩区采访，行走千里

黄河沿岸，蹲点7市16县（区）61个滩区村。

今天，本报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讲述波澜

壮阔的黄河滩区脱贫迁建故事，大众日报客

户端同步推出系列新媒体产品，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袁 涛
杨学莹 娄和军

黄河在鲁奔流千里，滩区百姓困苦百
年。黄河山东段长628公里，河槽和大堤之间

形成1702平方公里滩区，60万群众居住其间，
饱受水患威胁，因洪致贫年复一年。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务，是
关系滩区60万群众防洪安全、脱贫致富和安

居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对全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立下愚公志，誓啃硬骨头。省委、省政
府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这一民生工程作为脱
贫攻坚重点任务，2017年全面启动实施一场志

在破解世纪难题的“大迁建”，决心到2020年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迁建任务，给60万滩区
群众一个“稳稳的家”。

如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进入决胜冲刺阶
段——— 滩区群众“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建

房、三年还账”的苦涩生活即将成为历史。

绝不让滩区群众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掉队

9月1日，阳光斜射在客厅的茶几上，惠
民县大年陈镇“桃乡名郡”黄河迁建工程安
置小区里，68岁的刘圈村村民刘庆荣坐在沙
发上，翻看着村庄曾经被淹的老照片，感慨
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

早在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
决口，夺大清河，挟沙裹浪，注入渤海，沿途形
成广袤滩区。自那时起，刘庆荣祖祖辈辈便生
活在“抗洪——— 重建——— 抗洪”的恶性循环中。
由于黄河水患，刘庆荣的房子塌了3次。

60万人的民生大事，处在一个崭新的时
代坐标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蹄疾步稳，
胜利就在眼前，黄河滩区成为脱贫大棋局中
必然重点考量的棋子。

山东干部群众难以忘记，2013年11月2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菏泽市调研，专门同
菏泽市及其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共同探
讨扶贫开发和加快发展的良策。2019年9月18
日，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017年5月，省委书记刘家义到东明县调研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作。他说，解决滩区群众
脱贫迁建、安居乐业问题，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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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 全省市县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今天在济南

召开，学习贯彻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围绕“完善规范
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交流总结经验做法。省政协主席
付志方出席并讲话。

会上，通报了省政协今年以来主要工作情况；德州、潍坊、临
沂、枣庄市政协及济南市槐荫区、青岛市即墨区、荣成市政协的负责
同志围绕主题先后发言，从搭建协商平台、创新协商方式、优化成果
转化落实机制等方面介绍了各自做法。会前，省政协组织专题调研，
梳理总结了全省各市县政协创新性的做法。

付志方指出，贯彻好汪洋主席在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
的讲话要求，持续抓好对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要善于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下转第二版）

全省市县政协工作
经验交流会召开
付志方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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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热效率超50%
商业化柴油机，山东造！

 要闻·2版

□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6日讯 今天下午，

2020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国际
文化旅游博览会在济南奥体中心东荷体育
馆隆重开幕。大会以“文旅融合发展，乐
享好客山东”为主题，来自38个国家和地
区的友好宾朋，跨越空间阻隔，相约线上
交流，共同推动山东文化和旅游业发展谱
写新的篇章。

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主持，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李群致辞，省委副书记杨东奇
出席。

刘家义代表山东省委、省政府，向各位
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我
们在这里相聚一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落实“两个维
护”，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在文化旅游强省
建设上迈出新步伐。“好客山东”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品牌，蕴含着齐鲁文化“崇礼尚
宾、重情重义”的品格特色。山东是文化圣
境、红色热土、康养福地、诗酒田园，“好客
山东”诚邀海内外朋友旅游观光、研学修
身、创新创业、安家置业，共建共享这一方
好山好水好文化。

刘家义说，近年来，山东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大力培育精品旅游、文化创意等

“十强”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推动全域
旅游示范省创建，旅游综合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随着我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旅游业正在加快恢复。我们聚焦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推出九项重大举措，打造“好
客山东”升级版。我们高标准谋划“文旅康
养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一批高端文旅

“新地标”，搭建高水平国际化节会平台，实
施旅游“全要素提升计划”，大力推进“快旅
慢游”强基工程，推进国有景区“三权分置”
改革，全力提升“齐鲁舒心游”社会美誉度，
加快实现“一部手机游山东”，构建“文旅惠
民”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我们正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投资创
业者营造安心舒心贴心的环境。“好客山
东”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朋友们一
起开拓新蓝海、拥抱新希望。

李群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对大会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文化和旅游行业
复工复产复业快速推进。旅游业振兴发展
恰逢其时，山东旅发大会的召开恰逢其
势。山东是习近平总书记挂念于兹、寄望
于兹的地方，是我们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建设幸福产业的实践厚
土。山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轫于兹、
传承于兹的地方，是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
关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重要指示的精神沃
土。山东是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经验开创于
兹、先行于兹的地方，是我们贯彻落实总
书记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

精神的创新热土。文化和旅游部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山东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衷
心祝愿山东抢抓机遇，开拓创新，谱写新
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中国旅游协会会
长段强在致辞时说，山东历史源远流长，文
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总
体规模居于全国前列。近年来，山东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影响力不断提升，竞争力不
断增强，“孔孟之乡”“好客山东”名片光彩
夺目、声名远播，世界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的品牌形象进一步彰显。此次山东省举办
旅游发展大会，既展现了文化旅游产业的
巨大潜力，也展示了文化旅游发展前景可
期。世界旅游联盟将积极支持山东旅游产
业发展，在产品开发、形象宣传、市场推广、
国际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拓展山
东旅游发展空间，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共同开创山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大会的举办得到了多个国际组织、国
家和地区官员，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关注
和支持。开幕式上，塞尔维亚副总理兼贸
易、旅游和电信部长拉西姆·利亚伊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祝善忠，越
南国家旅游总局局长阮重庆，法国布列塔
尼大区议会副主席安娜·加洛，泰国国家
旅游局局长育塔萨，韩国首尔市旅游名誉
市长梁武承等向大会发来祝贺视频。

开幕式现场播放了“好客山东”和
“好客山东·泉城济南”文化旅游宣传
片。济南市负责同志进行了文化旅游资源
和产品推介。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腾讯、阿
里巴巴、携程、美团、同程、马蜂窝、驴
妈妈等战略合作伙伴，签订“好客山东”
智慧文旅和品牌推广战略合作协议。

刘家义通过远程连线方式为10名“孔
子文化和旅游大使”和10家境外优秀渠道
商代表授牌。

开幕式最后，刘家义宣布，2020山东
省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
博览会开幕！

开幕式前，刘家义、李干杰会见了出
席本次大会的嘉宾代表一行。

本次大会是今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的文旅主题活动，将集中进行文旅产
品展销、文旅活动体验和文旅线路推介，全
方位展示“孔子家乡 好客山东”崭新形
象，进一步激发文化旅游消费，推动旅游业
提振复苏，为稳增长扩内需注入新动力。

大会设济南主会场、各市分会场和网
络会场。省和济南市领导王书坚、孙立
成、于杰、刘强、于晓明、凌文、孙述
涛，韩国驻青岛总领事朴镇雄、日本驻青
岛总领事井川原贤，文旅部有关司局、省
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文旅企业代表等在
主会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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