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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方垒 通讯员 顾谦 报道
本报济南6月30日讯 今天下午，强对流天气影响我省德州、济

南等地，14时德州齐河多处出现10级大风，最大风力27 . 4米/秒，并伴
有冰雹灾害天气。强对流系统自西向东移动，下午逐渐影响济南、淄
博、滨州、潍坊等地区。省气象台于14时35分发布雷电橙色和大风黄
色预警信号：预计30日下午到夜间，德州、聊城、济南、泰安、淄
博、潍坊、滨州、东营、菏泽、济宁、枣庄、临沂和日照有雷雨天
气，伴有较强雷电，局部有冰雹和短时强降水，雷雨时阵风8～10级
局部11级以上。

气象部门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防雷电、
防冰雹、防短时强降水工作；切断危险电源，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
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机场、高速公路等单位应当采取保障交
通安全的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强对流天气影响我省

局部雷雨时阵风超11级

致敬风华百年 礼赞伟大时代

“用人生浇灌着理想，用岁月描绘
着信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是千千万
万党员的缩影。”“基层党员是什么
样，党在群众心中就是什么样。”……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
一先”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从他
们身上汲取前进动力，坚定信念、践行
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在各自岗
位上奋勇拼搏，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
的实践推向前进。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红色基因

具有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这是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
先”表彰对象鲜明的标识。

34岁的吴光香是沂蒙山根据地景区
解说员，当她通过电视直播看到马毛姐
坐在轮椅上获颁授勋章时，眼眶湿润
了。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
优一先’表彰对象用人生浇灌着理想，
用岁月描绘着信仰。他们不平凡的人
生，是千千万万党员的缩影。”吴光香
说，他们的事迹鼓舞着自己，继续做好
红色解说员这份砥砺精神、传承信仰的
事业，把感人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作为一名“00后”党员，浙江农林

大学本科生何卓京说，“七一勋章”获
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无不
秉持赤诚的信仰坚定前行，是新时代青
年党员学习的楷模。

何卓京说，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
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经常利用寒
暑假深入基层开展服务“三农”实践。
“我相信，一次次农村调研中积累的知
识能更好助力我们青年大学生未来发
展。我更坚信，有了崇高而坚定的理想
信念作支撑，莘莘学子的青春答卷必将
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铺展。”

践行为民宗旨

解群众之所难

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这
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
先”表彰对象共同的追求和境界。

6月29日上午，在“七一勋章”获
得者黄文秀生前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市乐
业县新化镇百坭村，50岁的村民班统茂
身着民族服装，来到新的村部办公楼，
和乡亲们一起收看了“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

从贫困户到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班
统茂觉得自己的好日子是文秀书记带来

的。不久前，班统茂向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我也想像文秀书记一样，为
村里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
优一先”表彰对象中，不乏扎根基层的
党员干部。他们数十年坚守在基层一
线，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一
心一意为百姓造福。

得知自己的同行们获得了如此高规
格的表彰，新疆师范大学驻新疆莎车县
达木斯乡依其拜勒提村第一书记助理、
已驻村两年的赵士城非常激动：“我将
以他们为榜样，扎根基层，把工作做进
群众心坎里。”

赵士城所在的村子位于昆仑山深
处，曾是深度贫困村，去年整村脱贫。
“基层党员是什么样，党在群众心中就
是什么样。”34岁的赵士城说。

忠诚履职尽责

一生许党报国

忠诚履职尽责，这是“七一勋章”
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
共同特质。

在35岁的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儿科
主治医生魏涛薇眼里，此次获得表彰的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自己所在医院的原
副院长路生梅是她人生道路和职业生涯

上的一面旗帜。
“路医生数十年如一日站在患者角

度考虑问题是我最感佩的。”魏涛薇表
示，“她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履
职、什么叫医者仁心。”

对成都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学生唐
杰而言，他的榜样是“七一勋章”获得
者、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
问艾爱国。“他在焊工岗位奉献50多
年，集丰厚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技能于一
身，多次参与我国重大项目焊接技术攻
关，攻克数百个焊接技术难关，是当之
无愧的‘大国工匠’。”

唐杰刚刚代表四川省参加了2021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他和团队成员
一起努力，获得全国一等奖。“我要秉
持艾师傅‘做事情要做到极致、做工人
要做到最好’的职业信念，以技报国，
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唐杰说。

“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
神可追可及。”47岁的制药领域科研人
员、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左亚军说，
“我们要从‘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身上汲取前进动
力，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
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
绩。”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坚定理想信念 汲取前进动力
———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激励党员群众

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
新华社基辅6月30日电（记者 李东旭）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乌克兰文版首发式暨中乌治国理政研讨会30日在乌克兰首
都基辅举行。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向活动致贺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视频致辞。乌副总理、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
会乌方主席斯特凡妮希娜、乌副总理乌鲁斯基、乌内阁部长涅姆奇诺
夫、乌“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乌“祖国党”主席
季莫申科、乌副外长博得纳尔、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及各界人士
近百人参加了当天活动。

涅姆奇诺夫宣读了什梅加尔的贺信。什梅加尔祝贺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什梅加尔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文版的出
版，有利于乌方进一步了解和借鉴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

徐麟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
卷、第三卷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进程
和伟大实践，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思
想之窗”。这部著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
的发展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着眼基本国情、引领民族复兴的光辉
历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发展、建设美好世界的理念和主张，
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思考和实践。

首发式上，中乌嘉宾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文版
新书揭幕。

研讨会上，中乌两国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乌文版的出版发行，将大大促进乌克兰读者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
目标，推进中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乌克兰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和乌
克兰弗里欧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已翻译出版34个语种，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乌克兰文版首发式

暨中乌治国理政研讨会

在基辅举行

□ 本 报 记 者 齐 静
本报通讯员 刘贵增 王力

“这次出门着急，忘带身份证，原以
为许可证肯定办不了，没想到‘电子身份
证’解决了大问题！”6月16日，沂源县
政务服务中心，顺利办结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业务的市民周晓对淄博市公安局推出的
“电子身份证”连连称赞。

居民身份证是群众办理各类业务时核
实身份、获取信息、复印存档的必备证
件，也是群众工作生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
证件。忘记带身份证时也能办理相关事
项，成为不少群众的期盼。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淄博市公安
局聚焦这一需求，以信息化建设为切入
点，创新推进“电子身份证”应用体系改
革，全面整合亮证、替代复印件、自助识
别等功能，实现居民身份证电子信息“全
场景应用”，推动更多便民事项进入“全
流程网办”“秒批秒办”行列，让群众
“不带身份证，也能办成事”。

群众有所需，公安有所应。淄博市大
力推行的“电子身份证”，正是全省公安
机关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回应群众新期
待、新要求的生动写照。在党史学习教育
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全省公安机关牢
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明确
67项为民实事，推出便民利民措施3000余
项，开展有关活动2 . 4万场次。“将每件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实际行动回应群
众新期待、新要求，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事’效果。”

山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范华平说。
目前，全省公安机关正着力打造“服

务有温度”民生品牌，56项申请类服务事
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7项实现了
“零跑腿”。“互联网+民生警务平台”
网办事项达6大类240项，创新服务应用
122项，全部实现“一次办好”。

安全稳定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基本
保障，是最基本的民生。全省公安机关始
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群众反映的痛点
在哪里，打击的利剑就指向哪里。

今年4月以来，济宁金乡县胡集等地
接连发生排灌站电缆被盗案件，严重影响
排灌站的正常使用。正值农忙时节，当地
群众忧心如焚。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
办。金乡县公安机关调集警力全力侦破，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赵某伦、赵某志等抓
获，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违法犯罪问题，山

东公安不断深化“追逃犯、反诈骗、打盗
抢、防极端”行动，深入开展“昆仑
2020”“扫毒害 创平安”等20余个专项
打击治理行动，形成强有力的打击震慑，
让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2020
年，全省群众安全感为96 . 13分、满意度
为97 . 20分，均创历史新高。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省
公安厅还部署开展“大抓基层、大抓基
础、再抓三年”工作，坚持“做强主责主
业”和“促进长远发展”两条路径，至
2020年底全省累计下沉警力8534名，县级
公安机关派出所警力达3 . 3万名；1万余名
专职社区民警、1 . 2万名社区辅警、8 . 3万
名警务助理在社区村居融入基层网格化治
理，全面夯实了全省社会治安基础。公安
民警服务群众全天候、无死角，守护城乡
的平安与祥和，有效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山东公安机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动真情用实招

服务群众“无死角”守护平安“全天候”

2021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致敬风华百年，礼赞伟大时代。

图①：6月30日，青岛市民在五四广场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标识造型合影，以喜悦

的心情迎接建党100周年。（□记者 薄克国 报道）

图②：近日，泰安有着65年党龄的85岁老人郭齐英，用一双巧手捏出7组30余个红色面塑人物，

表达对党的无限敬爱之情。（□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陈阳 刘小东 报道）

图③：七一前夕，济南市经十东路沿线上演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灯光秀，照亮泉城夜空。（□

记者 卢鹏 报道）
③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郭素彦 商贺 报道
本报阳谷6月30日讯 今天9时许，位于阳谷县郭屯镇九都杨村的

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正式开馆。
1926年冬，中共党员杨耕心回到家乡九都杨村，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鲁西第一个基层组织——— 中共九都杨支部，在广袤的鲁西大地点燃
了革命星火。1928年1月，在中共东昌县委领导下，中共九都杨支部
发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坡里暴动，
在鲁西地区树起了革命旗帜。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开馆当天，吸
引了当地干部群众入馆参观学习。“过去，鲁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坡里暴动等都是乡亲们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今天，我们在纪念馆看
到的、听到的，则更加具体、更有深意，特别是经过光影技术再现坡
里暴动的场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今年65岁的九都杨村党员杨勇
刚说。

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在阳谷开馆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郭勇 周国辉 报道
本报济南6月30日讯 今天上午，山东省首个省级税史馆正式开

馆。齐鲁税史馆由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筹建，展出内容包括从
古至今税收史十二个部分。馆内共（征集）珍藏各种税史文物、资料
7900件（幅），展出板块410个、图片580幅、实物1100件、视频20个
等，以图文并茂和声像融为一体的展陈形式，全面系统地再现了齐鲁
4000多年的税收史。

作为中国赋税制度重要发源地之一，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齐鲁
税收与时俱进、求新求变，谱写了浓墨重彩、独具特色的篇章。齐鲁
税史馆，秉承中国税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翔实梳理齐鲁税史重大事
件、重要人物，力求揭示赋税改革创新的探索性、古典遗产的丰富
性、红色源流的底蕴性、职能演化的规律性、税收贡献的时代性。其
中，着重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税收发展历程，折射出当代
中国税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真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担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阔进程。

山东首个省级税史馆开馆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徐婷 报道
本报青岛6月30日讯 今天上午，随着一辆满载货物的重型货车

缓缓驶入青岛胶州湾综保区卡口，中欧班列转关入区货物通关仪式顺
利完成。这标志着该园区在全省率先开辟了国际陆运货物通关新模
式，将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延伸至园区。

近段时间，为化解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青
岛胶州湾综保区与青岛大港海关联手协作，加快落实海关总署关于支
持中欧班列发展的26项措施，打通了中欧班列货物“二次转关”快速
入区通道。此次运抵货物为青岛胶州湾综保区内企业安德烈斯蒂尔动
力工具（青岛）有限公司进口的割草机及油锯配件。

新模式的落地，解决了企业在郑州异地报关、查验货物的不便，
企业可直接在阿拉山口口岸办理转关手续，在郑州陆港由铁路运输更
换为公路运输后，直达青岛胶州湾综保区进行海关查验通关，全程运
输时间可缩短15至30天。此外，企业当地报关、数据当地纳统得以实
现，为企业准确申报政策补贴提供了有力支撑。

青岛胶州湾综保区全省首创

中欧班列货物通关新模式

②②

①①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