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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惠民县：系好“红领带” 做强非公党建

  滨州市惠民县辛店镇创新实施“红领带”党建品牌创建行
动，塑造“筑牢红色根基、突出头雁引领、实施联合帮带”理
念，建立“五个一”工作体系，将“组织链”嵌入“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

临沂市兰陵县：党建业务深融合 牢筑根基促发展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立足新形势下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新要求，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坚持“业务工作
开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党建工作模式，将9
个党支部建在工作线上，着力形成“党建业务同部署”工作格
局，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
考核。

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乡村全面振兴彩虹模式

  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镇突出党建领航，聚焦五大振兴，强
化平台思维，根植市场意识，主推农民主体，统筹兼顾七大领
域发展，赋工作以力量，为力量上色彩，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
彩虹模式。

烟台市莱山区：按下“暖‘新’键” 打出“组合拳”

  烟台市莱山区探索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成
立电商行业党委、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将党建工作与民营企业
文化有机融合，用好“起步、加速、冲刺”工作思路，做深做
实暖“新”服务，打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新名片。

淄博市高青县：创新选树“五面红旗村”

激活党员干事激情

  为推进乡村振兴落到实处，贯彻落实“分类推进整体提升
三年行动”部署要求，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淄博市
高青县创新开展“五面红旗村”选树活动，引导广大农村基层
党组织、党员干部事争一流、唯旗是夺。

济宁市泗水县：“人才+项目”提高发展加速度

  济宁市泗水县聚焦坚持“人才带项目、项目聚人才”理
念，创新实施了“人才+项目”产才融合工程，引育了一批高
层次人才带项目落地泗水，有效激发了人才创新创业创造
活力。

（□记者 吴永功 整理）

  大众日报“创新突破看山东”大型融媒报道推出“创新推荐
榜”，聚焦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创新举措、创新成果等，全方位
展示山东努力“走在前”的生动实践。
　　最近一周，山东哪些创新政策热度高？哪些创新成果值得关
注？一起来看看本期“创新推荐榜”吧！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大众日报·山东党建云平台启动“红星
耀齐鲁”大型融媒报道，基层党建亮点汇、齐鲁党员星力量、第一
书记风采录、高校党建品牌展四个单元板块亮点做法、先进事迹
火热征集中（征稿邮箱dzrb1939@qq.com）。以下为本期“基层党
建亮点汇”单元板块重点推荐案例。

济南东南二环延长线工程

荣获“桥梁工程创新奖”一等奖

  近日，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济南东南二环延长线工
程——— 搬倒井互通立交桥荣获2022年度中国公路学会“桥梁工
程创新奖”一等奖，是高速集团唯一获此荣誉的项目。这是该
项目继“詹天佑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公路学
会科学技术一等奖”“泰山杯”“李春奖”等奖项之后，获得
的又一殊荣。搬倒井互通立交桥全长4120米，是目前省内最大
的五层全定向大型互通立交，实现了东达京沪、西连京台、北
通青银、南接青兰的交通功能，对于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缓解
济南市区交通拥堵等具有重要意义。

临沂农高区：科技创新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临沂农高区大力开展“走出去”与“引进来”人才招引工
作，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专家，并通过建立人才
资源库等形式，为园区企业技术合作、招才揽才提供精准信
息。目前，已与韩国忠南大学、韩国庆熙大学、中国农科院、
山农大等20余家科研院校开展数字农业平台建设、轻简自控无
土栽培SAS技术推广、水稻精准高效生物技术育种等产学研合
作项目。通过人才项目合作、科技培训、联合科研攻关等方
式，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提供思想指引，为攻克产业技术难题
提供智力支撑。

威海市文登区：用好“四张清单” 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最近，威海市文登威力工具集团有限公司领到了威海市文
登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送来的“引才券”，凭借此券企
业享有5个可领取支持资金的引才配额。推出“企业引才券”，是
威海市文登区健全完善“四张清单”制度的创新举措之一。“四张
清单”，即问题诉求清单、技术需求清单、资金需求清单、配套需
求清单。今年以来，威海市文登区用好“四张清单”，建立动态清
零机制，一边摸清企业“急难愁盼”，一边集中要素资源突破“急
难愁盼”。目前，威海市文登区共收集“四张清单”诉求264个，已

办结212个，正在推进52个。

聊城市临清市：创新设置“首贷服务专窗”

  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充分调研企业经营发展需求，帮助
企业解决融资困难问题，与各大商业银行通力合作，创新设置
“首贷服务专窗”，让企业在开办之初即可享受到贷款政策支
持，为新开办企业打通首贷业务绿色通道，充分利用银企对接
的合作平台，有效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共同为企业提供人
性化、智能化的一站式服务，填补临清首贷业务的空白。目
前，首贷专窗由全市各大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轮流进驻，窗口摆
放全市各大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政策、贷款指南等材料，可为企
业提供咨询、指导到业务预约办理一站式服务。
            （□记者 单青 蔡继钗 整理）

大众日报启动大型融媒主题报道活动，展现齐鲁儿女以昂扬姿态喜迎党的二十大

齐鲁心声向北京
  □ 本报记者 吴永功

  喜迎党的二十大，深情回顾党的奋斗
历史，热情讴歌党的光辉业绩，积蓄新征
程的奋进力量，即日起，大众日报启动
“齐鲁心声向北京”大型融媒主题活动。
活动将邀请山东十六市各行各业党员群众
代表，接续表达对党的二十大的最美祝
福，充分激发全省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澎
湃活力。

齐鲁儿女表达心声

寄语党的二十大

  在全国上下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之际，大众日报启动“齐鲁心声向北京”
大型融媒主题活动。活动将通过短视频
接力传播的方式，全媒全景立体展现山东
十六市一亿齐鲁儿女红心向党的真挚
感情。
  根据此次大型融媒主题活动方案的
设计，参与此次活动的各级各行业代表，
将通过1分钟内竖屏短视频的形式，以沉
浸式打卡的方式，在工作一线，以创意呈
现的个人或集体寄语的出镜手段，表达对
党的二十大的深情寄语。在视频中，既有
紧密结合本行业工作的工作亮点介绍，又
有对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深切期盼和
祝福，语言风格既生动鲜活有感染力，又
端庄大气有氛围感。

全媒矩阵立体联动

放大主流声音

  这是最美的期待，这是最真的祝福。
山东十六市一亿齐鲁儿女的心声，将通过

大众日报全媒矩阵全网展播，让齐鲁好声
音成为时代最强音。
  入选本次主题活动的短视频，将通过
大众日报客户端重点发布，并通过大众日
报全媒矩阵立体联动全网推发。这些联
动平台包括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客户
端等中央媒体新媒体平台，北京日报客户
端、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新华日报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客
户端、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四川日报川
观新闻客户端、河北日报客户端、海南日
报客户端等国内头部省级党报新媒体平
台，以及今日头条、百度、腾讯、网易、一点

资讯、华为信息流等商业平台。让一亿齐
鲁儿女的澎湃心声，涌入京津冀、长三角
和大湾区，走到五湖四海，走向全国各地。
  此外，大众日报官方微博还将发起相
关话题，相关短视频同步在社交平台发
布，让齐鲁儿女的最美心声登上热搜榜。

开门办报全省接力

诚邀社会各界参与

  开门办报融合生产。本次大型融媒
主题活动，除大众日报联合有关单位共同
推出部分短视频产品外，还面向全省各行

各业党员干部群众征集有创意、有深度的
二十大寄语。大众日报在收到这些作品
之后，将逐一对作品进行审核遴选，确定
一部分优秀短视频作品进入到储备作品
库，陆续通过大众日报全媒矩阵全网
展播。
  大众日报热烈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
与，作品征集要求和注意事项，请参照如
下要求。

活动参与方式：

  （一）征集要求
  1、报送作品为短视频形式，要求时长
1分钟以内，竖屏录制，720*1280，MP4格
式，300M以内。
  2、鼓励表达方式创新，突出沉浸式场
景体验感，通过设计新鲜有活力的动作和
语言表达，生产符合移动互联网传播规律
的产品。
  3、寄语录制过程中，要求语言生动质
朴有感染力，强化鲜活的现场感；剪辑时
字幕字体要求白色、黑体，带阴影效果。
  4、提交征集作品时，需标注寄语标
题，并注明参与个人或集体的单位、职务、
联系方式等信息，附件以TXT格式添加短
视频文本。
  5、作品须为原创，确保真实，不得侵
犯第三人知识产权。
  （二）报送入口
  参与者可以将报送作品发送至本融
媒报道活动指定电子邮箱dz r b 1 9 3 9@
qq.com。
  （三）联系方式
  拍摄前如有不明问题，请联系吴老
师：0531-85193607。

《青年理论家》掀起理论学习新高潮
  □记者 吴永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新时代新青年，让
我们从理论学习开始，争做‘青年理论
家’”……由大众日报重磅打造、中共
山东省委讲师团协办的精品短视频栏目
《青年理论家》持续掀起理论学习新高
潮，并成为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行政
学院）中青班课程项目，成为“正能量
赢 得 大 流 量 ” 融 入 干 部 教 学 的 生 动
实践。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激励青年党员
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厚实理论功底，学
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自觉用理论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今年4月，
大众日报全新策划推出短视频理论专栏
《青年理论家》。作为一档精准面向青
年、以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为主要定位的
新栏目，《青年理论家》一经亮相，便
以优美的视觉传达、精到的理论阐释引
发强烈反响，持续成为刷屏之作。
  《青年理论家》前三期由大众日报
编辑记者出镜，开篇第一期聚焦理论素
养，鼓励“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理论学
习、厚实理论功底，自觉用创新理论观
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使各项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按照客观规
律推进”，第二期以《如何“把好事实
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为题，深入浅出
地阐述了“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
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第三期聚焦青年党员干部如何实干，“要
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还要以‘绣花功
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数月来，滨州医学院师生、山东省
农科院科研工作者、机关企事业单位团

委书记，以及中建筑港集团、省社会主
义学院等单位青年代表纷纷出镜参与节
目，以优美的画风、深入浅出的讲解，
将党的创新理论娓娓道来。
  当前，山东省水利厅正组织全省青
年干部，踊跃参与到《青年理论家》的
文本创作和视频拍摄中来。山东省委党
校（山东省行政学院）中青班课程项
目，也引入了《青年理论家》栏目元

素，动员中青班学员学深悟透党的创新
理论，继而以短视频方式深入浅出表达
出来，从而积极参与到《青年理论家》
栏目中来。而这，也成为“让正能量赢
得大流量”融入干部教学的生动实践。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理
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加强理
论武装是青年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历练的
基础任务，在青年党员干部成长中发挥

着指引航向、固本培元的作用。《青年
理论家》旨在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青
年，让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更有活力、更
富吸引力、更具生命力。《青年理论家》
持续掀起理论学习新高潮，让青年人成为
理论宣传的主力军，让更多青年成为“学”
的主角、“讲”的主力、“听”的主体，让理论
学习活起来、动起来、美起来，让理论
之光照亮青春之路。

  □ 本报记者 刘英 李洪翠

  短短数日，微博话题阅读量达1785万，
微博话题登上山东16市热搜榜一，多家媒
体相继转发……近日，大众日报客户端发
布的山东手造文旅博览会情景剧系列短
视频，引发全网对微博话题#古代网红大
V济南开会#的关注。这是个什么会？为
什么会聚集了这么多古代大V？网友的疑
问，都藏在有趣的故事里。
  9月15日至19日，第三届中国国际文化
旅游博览会、首届中华传统工艺大会在山
东国际会展中心各展馆精彩亮相，山东手
造展示体验中心盛大开幕，每件精美手造
的背后，是一个个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基
因的鲜活故事，一场穿越古今的“手造故
事会”由此展开。
  情景剧中讲故事的两位记者，分别饰
演从古代穿越来的唐朝媒体人“唐小唐”

和宋朝媒体人“宋小李”，因为触碰了时光
的“任意门”，穿越到了2022（壬寅）年的泉
城济南（齐州），无意中来到文旅博览会会
场，讲述了以曹县汉服为代表的山东华服
的故事和产业现状。
  穿上手造讲故事。曹县汉服，是山东
手造中的明星品牌，本身就自带流量。短
视频《来自宋朝的穿搭博主hold不住了》聚
焦展示华服手造，宋小李先是被“贵妃服”
震撼到，又在试穿区亲自上演“变装秀”。
两位出镜记者把曹县汉服穿在身上，生动
体验山东手造的发展变化，将手造传统工
艺的特性一一展示给读者。趣味横生的
内容成功吸引了年轻人，视频发布当日，
微博阅读量达538万，不少汉服爱好者在
评论区留言“要去现场试穿体验”。这一
创意产品，也为读者体验山东手造提供了
另一种打开方式。
  打入手造朋友圈讲故事。在文旅博

览会上，我们看到了《千里江山图》《五牛
图》、敦煌壁画、兵马俑、女乐俑……这些
来自古代的顶级国宝变身衍生文创，与山
东手造在展会相会，由此发生了《古代网
红大V在济南开了个会》的故事。
  故事以唐朝媒体人“唐小唐”收到“唐
媚儿”（《唐宫夜宴》文创IP）的飞鸽传书为
线索，以前往2022年的文旅博览会为场景，
介绍展示了“唐媚儿”的一众IP朋友，包括

“壹秦”（兵马俑）、故宫猫以及山东本土IP
夫子祈福等诸多网红大V。手造朋友圈的
故事内容有趣，逻辑清晰合理，发布当日
微博话题登上山东16市热搜榜，阅读量达
1785万。
  用亲身体验讲故事。在《乐不思唐，
乐不思宋，因为太好玩！》的故事里，出镜
记者化身体验师带网友打卡，青岛啤酒、
胶东花饽饽、日照绿茶、张裕葡萄酒、烟台
剪纸、AI一体机、元宇宙全息投影，“宋小

李”买了东阿阿胶和青州隆盛糕点，带给
好友李清照和欧阳修，“唐小唐”则给自己
的小姐妹“唐媚儿”带了“泉城兔子王”和
好当家海参，全程沉浸式体验极具感染
力。《元宇宙！和李清照辛弃疾聊两句》讲
述了“宋小李”体验元宇宙等数字科技，为
山东手造赋能的现实故事。故事里涉及
的这些“山东手造”，几乎囊括了八大门类
产品。这两个视频发布当日播放量达到
220万。
  作为推动文化“两创”的强力引擎，山
东手造内容丰富，精彩无限。众多手造工
艺千百年来代代传承，经过岁月的洗礼永
不褪色，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传递古典精致
的手工艺之美，其背后的动人故事正不断
被挖掘。讲好山东手造故事，用创意表达
展现齐鲁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更多
山东手造品牌将焕发新活力，绽放更加迷
人的光彩。

记者出镜带来沉浸式体验，微博话题阅读量达1785万

用穿越梗讲述“山东手造”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