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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时光荏苒，岱宗夫如何？
山东的答卷，壮美而秀丽。曾

为求温饱“闯关东”的山东，如今
三大产业增加值均居全国前列。

这片滋养了儒家文化、孕育了
沂蒙精神的热土，正迸发出崭新的
活力。

新时代的山东，正在由“大”
到“强”转变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以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未来、以更自
信的笔触描绘未来、以更果敢的担
当塑造未来。

70载初心不改，齐鲁青未了！

从苦弱贫乏“闯关东”

到美丽乡村齐鲁画卷

历史上，由于吃不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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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流转，今天的山东已是获
誉“全国农业看山东”的农业大省，
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苦弱贫
乏，到“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
优、生活美家园好”的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改变苦逃宿命、重塑民族自尊
的，是新中国的成立。

1952年夏，山东土地改革彻底
完成，近300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
得土地，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
制度被历史终结。翻身成为土地主
人的齐鲁儿女，兴修水利、开荒拓
野、重整山河。

眼下的山东沂源县西里镇张家
泉村，漫山果林摇曳多姿，这是
1956年特等伤残军人朱彦夫回乡带
领村民填沟整田、修路造林后种下
的“摇钱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让农业更加生机盎然，人们迈开了
从温饱奔向小康的大步伐。

30多年前，在“农圣”贾思勰
故里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
王乐义狠心拍板，铲掉青玉米、建

起反季节“冬暖式大棚”，从此寿
光成为中国蔬菜产业高地。

蔬菜生产产业化的“寿光模
式”、贸工农一体化的“诸城模式”、
农业产业化的“潍坊模式”、农村基
层治理的“莱西经验”……山东处处
跃动着创新的音符，广袤的齐鲁大
地成为一片希望的田野。

进入新时代，科技为山东现代
农业发展插上了持续腾飞的翅膀。
农业少了“土味”、农民少了“汗
味”、农村多了“韵味”。

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专家
将野生稻的耐盐碱基因与现有优质
稻种杂交，努力让一无用处的盐碱
地成为稻穗飘香的粮田；

在日照以东的黄海上，我国首
座自主研制的大型全潜式深海渔业
养殖装备“深蓝1号”投付作业，
可一次性养殖30万尾三文鱼，叩开
了“海上粮仓”的大门；

在潍坊，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的新型收割机，可实时回传
作业进度、机收价格等数据，形成
了中国农民的“收割机指数”……

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传统农
特产品历久弥新，烟台苹果、日照
绿茶等优质农产品成为山东闪亮的
新名片。

与70年前相比，山东不仅更好
地养活了更多的本省人口，农产品
出口份额还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山东积极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棚
二代”为代表的新农人勇立潮头，以

“深蓝1号”为代表的远海养殖装备
伴随新渔民耕海牧渔；农村厕所革
命、乡村田园综合体建设、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陆海一体锻造海
洋强省，让农业更有干头、农村更
有看头、农民更有奔头。

从白手起家

到百业兴旺

山东区位优势独特，矿产资源
丰富。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山东为
数不多的铁路、厂矿，曾长期被外
国殖民者掌握。

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国走上自主发展、自立自强的道
路，一批民族工业企业在齐鲁大地
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济南钢铁厂建起来了，中国重
汽建起来了，胜利油田建起来
了……为了让中国人能穿上皮鞋，
万华前身烟台合成革厂也在1978年
诞生。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办厂，
到改革开放后的“下海”创业，再
到外资引进来、混合所有制蓬勃发
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舞台上奏响了协奏
曲。

张瑞敏挥动锤子砸掉不合格的
冰箱，谭旭光将破产边缘的潍柴做
成全球柴油发动机佼佼者……靠着
骨子里“闯关东”的拼劲和踏实耐
劳的品格，山东发展成为中国工业
门类最齐全的省份之一。

山东制造的“大国重器”，更
是频频刷新“中国制造”的天际
线！

2017年以来，“蓝鲸一号”钻
井平台在烟台交付使用，神威E级
超算原型机在济南部署，世界最大
的无焊缝整体不锈钢环形锻件在章
丘轧制成功，时速600公里磁悬浮
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

工业引擎的持续高速运转，使
山东省经济总量40多年来稳居全国
前3名。从2016年起，第三产业在
山东经济中的占比超过第二产业，
如今更是超过“半壁江山”。

转变的背后，是山东省顺应市
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结果，
“一业一策”为20多个服务业行业
制定转型升级方案；医养健康、文
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服务
等现代服务业被山东省列入重点发

展的十大产业，山东第三产业迎来
快速发展。

今年春节档期，拍摄自青岛灵
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电影《流浪
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实现了
票房“霸榜”。山东省正大力扶持
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打造影视
工业化生产体系完备、科技含量高
的世界级影视产业基地。

从“白手起家”到产业门类齐
全，从鼎力发展工业到服务业快速

“超车”，曾经“一穷二白”的山东，人
均GDP前年已超过1万美元……

回首来时路，日月换新天！

从高起点出发

塑造开放新山东

2019年8月6日，山东省港口集
团有限公司在青岛挂牌成立，7个
沿海港口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新阶
段。

作为沿海港口年吞吐量超过16

亿吨的港口大省，山东省提出，把
港口作为陆海统筹、走向世界的重
要支点。

这是山东省在新起点上转变发
展方式、寻求自我革新的一声冲锋
号！

产业门类齐全而聚集度不足、
产值突出却附加值不高、紧邻日韩
但外向性不强……补短板、强弱
项，山东提出了包括海洋强省建
设、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对
外开放高地建设等在内的“八大战
略”。

制度供给的破旧立新，为迈向
高质量发展清扫障碍。

2018年以来，山东围绕深化机
构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
点领域，出台了“实体经济45条”
“民营经济35条”等富含“真金白
金”的政策，源源不断地为企业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在新技

术、新模式、新产品等方面的突破，
让“高质量发展”的脉络变得清晰。

经过7年自主创新，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突破MEMS传声器芯片设
计关键技术，声学传感器广泛应用
到诸多国际品牌手机厂商的主流产
品上，MEMS传声器年销量超过10

亿只。
“紧抓‘美丽经济’机遇、调

整产业布局，上半年公司总营收增
长了近45%，其中功能性护肤消费
品就增长了122%。”华熙生物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

更加开放的全球资源配置，正
为山东的动能转换凝聚合力。

“哪里有人才、有技术、有市
场，我们就去哪里！”中国柴油发动
机领军企业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
介绍，近年潍柴在海外连续收购了
德国凯傲、意大利法拉帝等一批企
业，并在俄罗斯、印度等国建厂。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去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令世人瞩目。一年来，山东持
续放大“峰会效应”，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强化与世界各国
的经贸和人文往来。

目前，山东已形成了东连日
韩、西接中亚及欧洲的国际海陆大
通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启用，中德生态园、
中韩（烟台、威海）产业园示范区
层次提升工作正在进行……

拓展全面开放“大市场”、搭
建中日韩合作“大平台”、开辟互
联互惠“大通道”，一个中国北方
的开放新高地正在隆起！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在奋斗新时代的征程上，在齐
鲁大地焕发蓬勃生机、新动能不断
形成之际，1亿多山东儿女秉持新
时代的“挑山工”精神，努力打造
“走在前列”的新山东。

（新华社济南8月19日电）

看今朝齐风鲁韵 七十载芳华正劲
———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领先发展纪实

农村大众报昌邑讯 （通讯员刘
启政 郭兴龙）近日，笔者从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获悉，山东潍坊昌邑市
被命名为“中国丝绸文化之乡”。

昌邑自古就有丝绸古镇之称，
从周朝时起“养蚕织帛，捻线就
织”，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生产历
史。2006年昌邑柳疃丝绸工艺成功
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近年来，昌邑通过成立丝绸制作
技艺传习所、举办丝绸文化节会等一
系列举措深入挖掘丝绸历史文化，并
建设丝路绸语文化创意园、桑葚采摘
体验园、“丝路原点·锦绣龙河”工程，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增强群众参
与度，激活传承发展新动能。同时，通
过“内生+外在”双向发力，激发丝绸
文化活力，设立文化建设最高奖“丝
绸之乡文化奖”，组织企业参加对外
交流活动，开展《天之涯 海之角》、

《下南洋》等丝绸图书编纂。
目前，昌邑已打造出中国·柳疃

丝绸文化博物馆、华裕茧绸文化博
物馆等系列展馆，使丝绸文化从“历
史”走到“眼前”。“中国丝绸文化之
乡”是昌邑争创的一块“国字号”文
化名片，对提升“丝绸之乡·文昌之
邑”城市文化品牌，加快城市文化建
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香港近期发生的抗议示威和暴
力行为中，一些激进分子鼓吹“港
独”，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
口号，撕毁香港基本法，包围和冲击
中联办，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
徽。种种违法暴力行径公然冒犯国
家尊严，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底线，难逃法律的审判。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
特别行政区。在这块中国的领土
上，所谓“光复”意欲何为，是想
把香港“光复”到哪里去？！激进
分子及其背后组织策划者的政治阴
谋昭然若揭。他们以超出集会、游
行、示威自由范畴的极端暴力行为
搞乱香港，而且烈度不断升级、破
坏性不断加剧，其目的就是冲着
“一国两制”中的“一国”这个根
本，妄图接应西方反华势力，通过

瘫痪特区政府管治、制造香港乱局
来牵制中国发展大局，进而将“颜
色革命”渗透到中国内地。

其心何其险恶！其行何其狠毒！
“反中乱港”分子不断升级的违法暴
力已让香港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大
众正常生活的基本权利被严重侵
犯，航空、零售、旅游、餐饮等行业遭
受重创。香港遍体鳞伤，他们却仍不
收手，公然袭击警察，殴打香港市民
和内地旅客，在施暴现场挥舞英、美
国 旗 ，甚 至 将 五 星 红 旗 丢 入 海
中……如此猖狂、嚣张的行径，严重
践踏香港法治与秩序，严重危害公
共安全，严重损毁国家民族尊严，严
重挑战国家主权安全。

中央多次强调，“一国两制”是
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根，根深
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

荣。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始终
要强调“三条底线”不能触碰：绝对
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
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
的活动。有人胆敢触碰、挑战“三条
底线”，干扰、破坏“一国两制”，不但
其政治图谋注定彻底失败，而且必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点上
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可言。

香港回归祖国22年来，“一国
两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中
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
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
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
能出现的各种动乱。对公然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罪
行为，必须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包

括追究幕后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
者的刑事责任。我们正告“反中乱
港”势力，如若继续误判形势，把
克制当软弱，低估中央政府和全国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
定决心，一条邪路走到黑，等待他
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香港社会安宁不容继续破坏，
特区繁荣稳定不容继续破坏，“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更不容挑战。暴徒和
幕后操纵者的真实面目和阴险图谋
已经彻底暴露，持续的“反中乱港”违
法暴力行径已经让香港广大市民忍
无可忍，已经让14亿全中国人民深感
愤慨。让我们进一步凝聚起守护“一
国两制”、守护香港的正能量，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共同创造香港的美好
明天。（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难逃法律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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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6年5月5日5

时在东平县梯门镇

花篮店村西跃进河

桥东头捡拾一女弃

婴，姓名李欣欣，出

生日期2016年5月3日，身体健

康，无随身携带物品。请孩子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与我局0538-2839915联系，

地址：东平县东平街道西山路

64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东平县民政局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陈
建志 通讯员陈莹）8月19日，山东
棉花研究中心承办的高效轻简化绿
色植棉技术国家级高级研修班在济
南开班。来自11个主要产棉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从事棉花科研、教学、
技术推广和产业开发的70多名高级

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参加研修。
本次研修班主要目的在于推广

普及轻简节本、提质增效、绿色环
保的植棉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棉花
科研和技术领域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19日，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研究员李莉、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马峙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杨
国正等专家先后作了主题报告。

据介绍，20日至22日，来自农
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
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科学院、河

北农林科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山
东省棉花生产技术指导站、山东棉
花研究中心的专家将围绕棉花植
保、产业经济、科学施肥、机采棉
现状与提升、棉花育种、轻简化高
效栽培等主题授课。

此外，学员们还将到农业农村
部黄淮海棉花遗传改良与栽培生理
重点实验室考察观摩，到山东棉花
研究中心试验站进行田间现场教学
实践。

高效轻简化绿色植棉技术高级研修班济南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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