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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问题
渠道，实行市级领导干部公开
接访制度。

6月21日（星期一）接访的
市级领导干部是：市委常委、秘
书长李灿玉。

6月22日（星期二）接访的

市级领导干部是：市委常委、副
市长宋洪银。

接访地点：泰安市接访
中心

中共泰安市委
泰安市人民政府
202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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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
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时刻，一座庄
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在首都北京正式
开馆。

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指导下，各
参建单位和有关方面艰苦奋战、顽
强拼搏，协同攻关、精益求精，共同
完成了这座展示中国共产党奋斗历

史的精神殿堂。
从此，我们党有了永久性、综合

性的党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百年
来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
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在
此浓缩定格，启迪当下，昭示未来。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从党史中汲取不竭力
量，百年大党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昂首奋进崭新征程。

谋深虑远——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建设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重大决策

每一座红色场馆，都是一段浓
缩的历史、一份精神的传承。

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到江西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
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到北京香山革
命纪念地……

青史如鉴耀千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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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形象
献礼建党百年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营造泰城浓厚节日氛围，市城
市管理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路
灯所结合“学党史，为民办实事”活
动，加大泰城市管过街天桥、游园绿
地亮化灯饰巡修力度，并组织实施
部分亮化设施更换大修，选用新型
安全电压LED产品，提升亮化效果，
确保设施运行安全。

目前，所有维修工作已全部完
成，共排查灯饰故障4000余处，更
换点光源1000余盏，更换线条灯
400余条，更换洗墙灯300余条，亮
化效果明显提升，构建了泰城过街
天桥、游园、绿地多彩炫丽的夜
景。最 泰 安 全 媒 体 记 者 董文
一/文 陈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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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2020年6月，泰安这座人杰地灵

的城市成为“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一年来，我市与中国纺织工程学

会、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公路学会、中
国有色金属学会等全国学会建立密切
合作关系——泰安的科创之面铺天
盖地。

一年来，我市成立路用材料关键
技术协同创新共同体、有色金属产业
协同创新联合体等实体化服务平台
37个，高端创新资源应用企业达到
775 家，培训一线工程师 3600 余人
次，140多家企业取得应用成效——
泰安的科创脉络铿锵有力。

一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多项政策
措施对做好“科创中国”试点市工作进
行了远景规划和设计，又为提升相关
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自主创新能力和
产业竞争力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支撑和
保障——泰安的科创之基逐步夯实。

时至今日，借着试点的东风，泰安
形成了“政府主导、科协搭台、学会助
力、企业受益、产业提升”的良好局面，
泰安的做法入选“科创中国”试点建设

十大典型案例。
泰安正乘创新之风，扬科技之帆。

●坚持“新机制、新路径、新
动能”理念，打造科技经济融合
的泰安“样板间”

获批全国首批“科创中国”试点
单位来之不易，也是一项挑战和机
遇。市委、市政府十分珍惜“试点”机
遇，始终坚持高位推动，构建工作推
进“新机制”。

我市先后制订出台《关于实施“双
百双千”行动 创建“科创中国”创新枢
纽城市的实施意见》，并将“科创中国”
试点市建设纳入泰安市“十四五”规划
建议，作为泰安“五个名地”之“科创名
地”的总抓手，努力打造科技经济融合
的泰安“样板间”。同时，市财政列支
500万元“科创中国”试点市专项经
费，对创新服务平台、高端学术活动、
决策咨询项目等给予支持，以财政资
金“活水”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试点工作中，我市积极探索会地
合作“新路径”，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引擎”，科技、

人才良性互动，企业、产业紧密对接，
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创新“资源
库”，广泛征集各县市区、企业等建立
问题“需求库”，促进企业需求与科技
供给的有效衔接。

这一年中，我市主动对接中国科
协及所属全国学会，为我市发展“把脉
问诊”。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中材科
技、泰安市政府联合成立的泰安中研
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升级为山东
产研复合材料研究院，成为全省复合
材料创新发展的领头雁。全省首个、
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技术创
新中心——先进印染技术创新中心在
我市康平纳集团建成。土工合成材料
协同创新联合体、童装面料研发中心、
智慧水务研究院等一批全国学会与企
业联合建立的创新平台成为企业创新
的加速器。

只有强化智力支撑，才能培育
科技创新“新动能”。“只有用好用
活人才，提高人才效能，才能创造优
良的成长环境、搭建优质的创业载
体。”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秀峰
表示，我市已与100多位知名院士、

专家与我市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出
台《泰安市科技中介平台评估认定
扶持实施细则》，从人才经费中列支
100 万元对首批认定的 8家科技中
介机构进行资金支持，依托中国科
协创新驱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泰安
分中心推介科技成果 240 项，新增
专利300余项。

●广交“朋友”带来无限资
源，本土企业尝到甜头乘势而起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
国规模大、技术装备水平高的散料物
流输送领域装备制造企业。力博重工
成立时间不长，却依靠自主创新成为
行业内的一匹“黑马”。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之魂，我们
依靠技术占领市场。”力博重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媛一语道出企
业发展的“秘密”。“一直以来，我们根
据用户的需求做研发，想找高层次专
家找不到，成为发展路上的拦路虎。”
张媛为此很苦恼。

地谁来种，田谁来管；旅游景点在
哪里，怎样实现掌上“一机统览”；乡村
治理如何让农民有更多幸福感和安全
感……肥城市抢抓成功入选首批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机遇，利用与华为公
司合作开发的“数字底座”，深入实施

“数字经济战略”，以“数字农业”示范项
目为引领，打造“数字小镇”示范镇，“掌
上村庄”示范村，推动数字惠民便民，书
写了数字乡村建设的“肥城答卷”。

“产业+数字”
打造现代农业先行区

粮食产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
略产业。在肥城市“汶阳田”腹地的安
驾庄镇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区，种粮大
户汪西军悠闲地打开手机，选择浇水
模式，田间地头便会流出汩汩清流滋
润农作物。“有了这个水肥一体化智能

灌溉系统，过去的体力活儿现在‘一
键’解决。”汪西军感慨地说。

原来，农田里分布着多个高精度
传感器，可实现墒情（旱情）自动预报、
远程自动控制灌溉，还能节水50%、节
肥50%、节电20%。

“一键”浇田，肥城是全国农业节
水灌溉的典型。

不仅仅是粮食生产，肥城10万亩
肥桃产业也开始“数字转型”。在位于
肥城桃主产区之一的桃园镇桃产业智
慧农业示范园里，将遥感、定位系统、
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应用在桃生产
过程中，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可
远程“全链条”指导生产。

在这里，自动巡检机器人可对果
树的生长情况、病虫害、开花、坐果、果
实成熟度等进行巡检，每棵树都有自
己的“数字生长”档案。

建成国内领先的智能分级选果生
产线，应用三维表面视觉分选技术，对
桃子的品质进行自动分选，糖度在检
测线上就能显示。

目前，园区已形成了涵盖进行种
植、分选、物流、销售“产销一体化”的

“数字化”全产业链运营模式，肥桃品
质得到了保障，销售价格提高了30%
以上。去年，园区被授予全国农业农
村信息化示范基地。

“要加快发展数字农业，加强产学
研合作，创新智慧农业管理模式，推进
大数据、云计算、5G等前沿技术融入
到现代农业先行区建设工作中，促进
农业和科技深度融合。”肥城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莉说。

以“产业+数字”打造现代农业先行
区，肥城市以产业数字化为核心，以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重点，突出镇域特

色和产业品牌，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打
造“肥桃数字小镇”“汶阳田数字小镇”

“有机菜数字小镇”“两菜一粮数字小
镇”等示范镇，在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
工、销售上加快提升数字化水平。

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扩大电
商进村覆盖面。去年，全市网络零售
额达10.7亿元，同比增长16.8%，快递
进出港总量4449万件。

“文旅+数字”
打造“掌上村庄”示范村

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小长假，
“山东第一石头村”肥城五埠依托“肥
城文旅云”智慧服务平台，建成运营
的数字景区，不仅能对人员、车辆进
行远程管理和调度，还能实时监控游
客流量。

我市扎实做好“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工作

搭载科技巨轮扬帆起航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中乾

插上“数字翅膀”飞更高
——肥城建设数字乡村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家家受益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通讯员 纪宗玉 赵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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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有关活动安排，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将于
2021年“七一”前夕在国家体
育场举办。届时，党和国家领
导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代
表、基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等各
界人士将现场观演。文艺演出
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北京市主办。文艺演出将

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综
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展
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
美画卷，热情歌颂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国
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展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前
景。目前，文艺演出的创排筹
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艺演出综合排演有序推进

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截至6月19日17时，我
国第二大小麦主产区山东省已
收获小麦5224.7万亩，占应收
面积的87.3%，已近九成。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9
日，机收小麦5203.8 万亩，当
日收获424.5 万亩，当日上阵
联合收割机7.3万台。临沂、
菏泽、枣庄、聊城、德州收获
结束。

此外，山东全省玉米已播

4514.3 万亩，占应播面积的
81.6%，其中机播玉米 4437.5
万亩，累计上阵玉米播种机
23.6万台。枣庄、菏泽完成玉
米种植。

据了解，今年“三夏”山东
上阵各类农业机械 150 万台
套。为迎接“三夏”，山东依托
4400个农机维修网点，开展了
农机操作、维修、安全等技术培
训，指导机手调试检修各类机
具120万台套。

为祝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正式开馆，经国家邮政局
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特种邮票首发仪式20日在
北京举行。

这套邮票1套1枚，邮票面值
为1.20元，发行数量为820万套，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邮票采用主附票的设计形
式，主票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正面全景为画面主体，背
景衬以蓝天、白云，突出展览馆
的庄重恢宏；附票采用矢量雕

刻线条方式描绘出展览馆的结
构特点，整体画面构图饱满、充
满张力。该套邮票将在全国指
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
政手机客户端和中国邮政微邮
局集邮微信商城出售。

同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主题邮局正式揭牌，启用
专属邮编“100100”，设置红色
珍邮展示、主题邮品展售、邮政
普遍服务、邮政自助服务等功
能，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特色文
化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特种邮票在京首发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20日召开中
欧班列统一品牌五周年工作座
谈会。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
计开行突破4万列，合计货值
超过2000亿美元，打通73条
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2个国家
的160多个城市。

会议指出，中欧班列为中
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
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彰
显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地位
和作用，铸成了沿线国家互利
共赢的桥梁纽带，开创了亚欧
陆路运输新篇章，带动了沿线
通道经济快速发展。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累计
向欧洲发运1199万件、9.4万
吨防疫物资，并有力保障了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011年3月，首趟中欧班
列从重庆发出，开往德国杜伊
斯堡，开启了中欧班列创新发
展的序章。2016年6月20日，
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达欧洲
（波兰）仪式在波兰华沙举行，中
欧班列进入跨越发展的阶段。

会议强调，经济全球化仍
是时代潮流，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际共识越来越广泛。
要巩固扩大中欧班列发展规
模，不断提升发展效益。

山东小麦收获已近九成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万列

下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