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翟怀明 顾谦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当前，我省黄河、漳卫河、东平湖等重要

河湖仍在高水位运行，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省水文中心水情数据
显示，10月17日18时，黄河小浪底下泄流量4160立方米每秒，高村站
流量4770立方米每秒，艾山站流量4750立方米每秒，利津站流量4380
立方米每秒。东平湖水位41 . 8米，超警戒0 . 08米，水势落。漳河岳城
水库下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卫运河南陶水文站932立方米每秒，低
于警戒1 . 59米；四女寺闸水文站1001立方米每秒，低于警戒1 . 25米；
漳卫新河辛集闸水文站915立方米每秒，超警戒0 . 31米。

全省大中型水库、南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87 . 56亿立方米，较
常年同期多蓄33 . 48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11 . 03亿立方米。

省气象台17日6时解除寒潮蓝色预警。预计本周全省无明显降水
过程，19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半岛和海上风力较大，前期温度较
低，部分地区有霜冻，周末气温回升。

当前我省部分河湖

仍高水位运行
预计本周全省无明显降水，周末气温回升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仰韶文化
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
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
诞生10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全

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
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
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
用。

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
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
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
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
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习近平
2021年10月17日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会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年10月，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

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梁山10月17日讯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

长李国英在山东检查指导秋汛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等国
务院领导重要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不伤亡、
不漫滩、不跑坝”防御目标，做到不松懈、不轻视、不大意，发扬连
续作战作风，奋力夺取黄河下游秋汛防御工作的全面胜利。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周乃翔一同在梁山县朱丁庄控导工程检查指导。

李国英在东明县黄河霍寨险工、梁山县朱丁庄控导工程，实地查
看汛情工情险情，检查巡查值守、险情抢护和抢险力量、料物、设备
预置情况。他强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继续绷紧抢险这根弦，始终
保持防御力量到位、防御责任到位、防御措施到位。要对退水期堤
防、控导工程可能出险情况作出超前研判，高度关注大溜顶冲和“槽
高、滩低、堤根洼”二级悬河发育等重点河段，预置抢险力量、料
物、设备，发现险情要坚决做到抢早抢小、及时化解。要继续做好堤
防和控导工程的巡查防守，有序组织巡查抢险人员轮换，强化保障措
施，确保防汛人员自身安全。要进一步加强对洪水过程中水情工情险
情的原型观测，深化对黄河下游防汛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打好今后
黄河下游防汛仗积累经验。

周乃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松懈心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齐心协力打赢安
全度过今年秋汛这场大仗硬仗。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全力以赴做好
黄河下游洪水防御工作，强化巡查巡防，进一步增加防守力量，备足
备齐抢险物资、设备，切实做到抢早抢小，确保大堤、控导工程和滩
区防汛安全。要统筹考虑防洪、蓄水、通航，加快推进山东水网规划
建设，切实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
力水安全保障。

周乃翔还到济宁港航梁山港就煤炭储运、能源保供、水网建设等
工作进行了调研。

副省长李猛参加有关活动。

李国英在山东

检查指导秋汛防御工作

周乃翔一同检查指导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本报通讯员 马文哲

眼下，新冠疫苗的全球接种正加速推
进，与之相配套的注射器需求量加大。在
淄博，有这样一家企业，它不仅拥有亚洲
第1条、世界第4条完整预灌封注射器生产
线，其自主研发的10毫升大规格预灌封注
射器更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这家行业“小
巨人”企业，叫民康药业。

“坚持自主创新，我们的发展一年一
个变化，在‘创’和‘闯’中打出新天
地。”民康药业董事长高新飞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正加速实施年产1 . 2亿支预灌
封注射器的产能扩充项目。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民康药业一样带
着“创新”烙印的山东企业，在国内甚至
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或是闪耀“黑科
技”，或是澎湃“绿动力”，新创企业活
跃度和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这也成为山东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突出的亮点。

数据也予以佐证。省发改委党组书
记、主任周连华介绍，近年来，山东“四
新经济”跑出加速度，2020年占GDP比重
达到30 . 2%。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30%以上，总数达到1 . 46万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数量达到1 . 82万家，居全国第
3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46%，比
2017年提升11个百分点。

在山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根植内
心深处的理念和措施有力的行动。省委、
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打造创
新创业升级版”的决策部署，围绕营造创
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狠抓政
策落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层次稳步推进，
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撑。

增投入和搭平台，是山东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重要实现路径。

在投入上，山东施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每年拿出120亿元财政资金，全力攻
关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和“卡脖子”
难题，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蓝鲸
2号”等国之重器世界领先。今年省级科技
投入增长10%，由120亿元进一步增加到132
亿元，全力助推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

在平台上，强化高层次双创平台建
设，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目前，山东建
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近250家、技术创
新中心80余家，有效集聚了创新要素资
源，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大力推进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等技术研究院、
能源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树立了
我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新标杆，带
动全省备案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00家。聚
焦“十强”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因地制宜
布局30家各具特色的省级创新创业共同
体，带动建设市级共同体102家，初步构
建了“1+30+N”共同体创新体系。

“随着这些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落
地，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创新、再到成果孵
化全链条的创新平台体系逐步形成。”省
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唐波说。

创新创业之路不平坦，山东以深化改
革为创业者破壁清障。实施“7+4”专项
行动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加快推行科技攻
关“揭榜制”、首席专家“组阁制”、项
目经费“包干制”，更大力度激发科研人
员创新活力。深入实施九大改革攻坚，加
快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全面实施“一次
办好、一网通办”，企业开办时间由20天
压缩到1天，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选择
106项高频事项，实施极简办、集成办、
全域办，为企业发展、项目落地提供最优
服务。

让创业者轻装上阵，山东持续为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营造良好的货币金
融环境。高效落实货币政策，加大再贷款、
再贴现支持小微企业力度，（下转第二版）

山东“双创”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闪耀“黑科技”，澎湃“绿动力”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今天晚上，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周乃翔主

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六稳”“六保”落
地，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势头，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
伐。

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盯紧抓好四批政策清单落
实，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全力做好能源和电力保供工
作，抓好电煤调度储备，提高机组发电能力，切实保障能源安全可
靠供应。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加大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深入谋划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现代
水网建设。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好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构建创新
生态链。要抓紧抓好乡村振兴和经略海洋，千方百计做好秋收秋种
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种足种好冬小麦。要深化改革开放，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扎实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就业、教育、医疗、
社保、住房、养老、扶幼、助残等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守牢疫情防控、安全生产、防洪防秋
汛、金融安全等底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切实谋划好明年工
作，搞好政策、项目储备，推动今年与明年工作有效衔接。要扎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全力以
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

周乃翔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在日照，本地人只需持身份证，不用再
拿购房合同、户口本、结婚证等材料，就能
办理房屋的交易、登记、缴费等手续。

38岁的日照市民于茂娟，前不久在日
照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体验了一把二手
房“零材料”“无证明”转移登记。“原
本以为至少要转几个窗口、花上两三个小
时，结果到一个窗口刷了身份证，根据提
示缴纳税费就可以了。”房子转移登记如
此顺利，于茂娟连说想不到。而这一切得

益于日照不动产交易登记的“一体化改
革”和“数字化赋能”。

买房卖房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大
事，但由于房屋交易和登记工作分别由住
建、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负责，常出现
往返跑路、重复办证甚至“中梗阻”现象。

听民声、顺民意、促改革。“解决群众身
边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善于从体制改革
上找思路、解堵点，通过流程再造，优化政
务服务，真正让企业和群众享受到改革的
红利。”日照市委书记张惠说。

2020年底，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更
名为日照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对房屋
交易和不动产登记进行一体化改革重塑。

重塑实现了“三合”：职能整合、
业务融合、队伍聚合。职能上，日照市
委、市政府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将房屋

交易管理、面积管理、资金监管等原来3
个政府部门的职能整合到1个部门，实现
了统一管理；在业务上，将房屋面积测
绘和权籍调查由原来分属2个部门、8个环
节，整合为1个部门1个环节；在人员上，推
行“综合窗口、全能柜员”机制，由原来的3
人“合窗受理”变为1人“一窗受理”。

“改革后更加高效便捷，只需要在不
动产交易登记中心提交一次资料，就可以
完成所有的业务。”对这一改革带来的变
化，招商局地产（日照）有限公司合约经
理张宝妮深有体会。

在一体化改革的基础上，数据的赋能
又把不动产交易登记全流程“联”了起
来，让联办“零跑腿”真正成为可能。

据悉，房屋交易登记相关系统原来是
日照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和行政审

批局3个部门6个系统，如今已整合成一个
“好易登智慧服务平台”。

日照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直属业务
部主任李逦介绍，通过“一网通办”平
台、系统直连和联办平台等途径，日照市
不动产服务网点延伸至1家公证处、3家法
院、5家中介、24家银行的169个网点。通
过信息串联共享，银行审贷与不动产登记
无缝衔接，实现了快速购房、贷款、办证、抵
押“只跑一次、只进一门”，公积金购房贷款
业务简化为“不见面、零跑腿”，“水电暖气”
实现了网上协同办理、同步过户。

借助“一网通办”平台，日照市不动
产交易登记中心目前正在试行“一链办
理”，即将贷款审批、资金监管、转移登
记和抵押登记4个与买房相关的所有事项
集成为“买房一件事”。（下转第二版）

一体化改革+数字化赋能，催生“线下零材料、网上零见面、联办零跑腿”审批服务

做好加减法，日照不动产交易登记再提速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王福东 报道

10月17日清晨，威海荣成国家级
大天鹅自然保护区，成群大天鹅在天
鹅湖嬉戏、飞舞。

荣成市是中国大天鹅之乡，每年
有成千上万只大天鹅来此越冬。

天鹅舞

生态美

蹲点

报端看点

秋收秋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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