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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
山东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
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取得高质量
发展新成就，不断增强经济社会
发展创新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初夏的齐鲁大地，万物勃兴，
生机盎然。6月12日至14日，习
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后，在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省
长龚正陪同下，先后来到青岛、威
海、烟台、济南等地，深入科研院
所、社区、党性教育基地、企业、农
村，考察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
实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山东半岛濒临黄渤海，海域
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海洋科技和
产业的有利条件。12日上午，习
近平来到位于青岛蓝谷的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
室。习近平走进实验室大楼，结
合展板、电子屏、实物模型和样
品标本展示，听取实验室在开发
利用海洋资源能源、服务海洋经
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以及
构建综合立体海洋观测网络等
方面的情况介绍，了解深远海科
考船队共享平台建设和科考船
工作情况。在超算仿真大厅，习
近平认真察看高性能科学计算
和系统仿真平台运行情况，并向
科研人员详细询问构建超级计
算机互联网、研发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系统“深蓝大脑”、打造国家
一流海洋系统模拟器的最新进
展。得知超级计算机解决了海
洋数据“碎片化”问题，大大提高
了海洋观测和预测能力，总书记
十分高兴。海洋高端装备联合
实验室内，水下仿生机器鱼、无
人水面船、海洋传感器等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关键技术的
海洋仪器设备吸引了总书记目
光，他走上前去凝神察看，不时
询问。听说总书记来了，实验室
的科研人员纷纷围聚过来，向总
书记问好。习近平强调，海洋经
济发展前途无量。建设海洋强
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
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
创新步伐。他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创造辉煌。

随后，习近平来到青岛市李
沧区上流佳苑社区。在社区市
民中心，他听取青岛市城市发展
规划建设和旧城风貌保护情况
汇报，察看村史馆内旧村老屋复
原场景，了解社区实施旧城改
造、加强基层党建以及居民生活
变化情况。中午时分，习近平走

进社区便民食堂，同正在这里用
餐的居民热情交谈，询问饭菜可
不可口、价格贵不贵、对社区便
民服务还有什么新要求。习近
平还沿着小道步入社区，察看社
区整体环境和居民居住情况。
社区小广场上，一些居民正在健
身休闲，看到总书记来了，大家
热情鼓起掌来。习近平走到他
们身边，向大家问好。习近平强
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多打
造市民休闲观光、健身活动的地
点，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
丰富多彩。要推动社会治理重
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
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
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离开社区时，路旁挤满了群众，
习近平频频挥手，向大家致意。

下午，习近平来到胶东（威
海）党性教育基地刘公岛教学
区。习近平登上东泓炮台遗址，
了解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防务情
况和威海卫保卫战、刘公岛保卫
战历史。随后，习近平来到甲午
战争博物馆陈列馆，参观甲午战
争史实展。习近平听取了威海市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党性教育基地
情况介绍。正在刘公岛教学区培
训的学员代表和博物馆工作人员
代表，以热烈掌声欢迎总书记的
到来。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我
一直想来这里看一看，受受教
育。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
13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强，把我
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

夕阳洒向海滨，青山格外秀
美。接近傍晚时分，习近平考察
了华夏集团生态修复项目。这
个曾经满目疮痍的采石场，经过
十多年的综合治理、绿化造林，
如今到处鸟语花香、满眼郁郁葱
葱。习近平在听取威海市生态
文明建设整体情况介绍后，沿着
步行道实地察看治理区新貌，同
当年参与矿山修复和目前正在
景区工作的村民亲切交谈，对华
夏集团通过生态修复促进文化
旅游发展、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致
富的做法给予肯定。习近平强
调，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印
在脑子里、落实在行动上，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让祖国
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海风萧萧，烟雨蒙蒙。13日
上午，习近平冒雨来到位于山东
半岛北端的蓬莱市，这里曾经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

点。习近平拾阶而上，登上蓬莱
阁主阁，远眺黄渤海分界线，俯
瞰蓬莱水城，了解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情况，察看水城炮台和古代
舰船入海口，听取明代爱国将领
戚继光操练水师、保卫海防等历
史介绍。习近平指出，我国古代
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
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
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
多精神营养。要加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让优秀文物世代相传。

习近平十分关心企业科技
创新和装备制造业发展。考察
期间，他先后来到万华烟台工业
园、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烟台基地、浪潮集团高端容错
计算机生产基地，进车间，看样
品，听介绍，详细了解有关情
况。在万华烟台工业园，习近平
深入中控室，向正在值班的工作
人员了解企业中控系统运行情
况，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产业布
局、产品应用等情况介绍。得知
企业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直至自主创造的道路，技
术创新能力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成为全球异氰酸酯行业的领
军者，习近平鼓励企业一鼓作
气、一气呵成、一以贯之，朝着既
定目标奋勇向前。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要有这
么一股劲，要有这样的坚定信念
和追求，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研
发上取得新突破。

风急云低，雨流如注。13日
下午，习近平来到中集来福士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基地。作
为国内率先进入海洋工程行业
的企业，中集来福士用10年左右
时间，国产化率从不足10%提高
到60%。在厂区码头上，习近平
撑着雨伞，趟着积水，近距离察
看停靠在这里的自升式修井生
活平台，远眺“蓝鲸1号”超深水
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泰山”
龙门吊、海洋牧场平台，向企业
负责人详细了解高端海洋工程
设备制造、维护、运行情况。海
风吹起了衣襟，雨水打湿了裤
腿。习近平站在雨中，同围拢过
来的工人们一一握手、亲切交
谈，向作业平台上的工人们挥手
致意。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特
别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一定要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掌握
更多的国之重器。国有企业要
深化改革创新，努力建成现代企
业。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
层党组织不放松，为做强做优做

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济南

高新区，考察浪潮集团高端容错
计算机生产基地。近年来，浪潮
集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高端服务器国产化替代，有效
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新旧动能转
换。习近平结合实物详细了解
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服务器和
大数据、政务云、智慧城市等信
息化平台，走进车间察看高端服
务器装配生产线，听取企业运用

“互联网+”理念打造智能工厂、提
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弘扬“工
匠精神”、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情况
介绍。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要发
展，明确目标和路径很重要。我们
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创新发展、新旧动能
转换，是我们能否过坎的关键。要
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发
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培
育创新优势企业，塑造更多依靠
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
引领型发展。

离开浪潮集团，习近平乘车
前往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
涧溪村考察。这个村通过抓班
子建设、发挥党员带动作用、以党
风带家风促民风，3年时间实现了
由乱到治的变化。在村党群服务
中心，习近平听取这个村以党建
为统领，强化班子建设、推动产业
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汇聚人才资
源、建设文明村风家风、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
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
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
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
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
障。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
好配强党组织带头人，发挥好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
振兴提供组织保证。

习近平十分牵挂村民的居
住和生活状况。他走进村民赵
顺利家，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
常，问他们收入怎么样，搬迁花
了多少钱，生活上还有哪些困
难。赵顺利拉着总书记的手激
动地说，这些年老百姓的生活可
好了，致富路越走越宽，日子越
过越红火，全靠党的政策好。习
近平听了十分高兴，叮嘱随行的
地方领导，农业农村工作，说一
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
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
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要把
党的政策用生动通俗的形式宣

传好，让广大群众听得懂、能理
解。要加强村规民约建设，移风
易俗，为农民减轻负担。离开三
涧溪村时，闻讯赶来的村民们齐
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挥手向
大家告别。掌声在村庄上空久
久回荡。

14日下午，习近平听取了山
东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山
东各项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山
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打好“三
大攻坚战”。

习近平强调，推动高质量发
展，关键是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
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要坚持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的思路，推动产业优
化升级，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推动
基础设施提升，推动海洋强省建
设，推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取得有效进展。

习近平指出，农业大省的责
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要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把农业
结构调活调优，把农民增收夯实
夯牢，把脱贫攻坚战打好打赢，
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
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习近平强调，民之所盼，政
之所向。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
的根本目的。做民生工作，首先
要有为民情怀。要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
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扭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就业、教育、收入、社保、医疗、养
老、居住、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社会治安等问题，扎扎实实把民
生工作做好。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
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
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领导干部
必须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
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做到忠
诚老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时刻
想着为党分忧、为党奉献。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和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
察。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在中国福利会成立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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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共中央，并以
他个人的名义，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长期辛勤工作在我国妇女
儿童事业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80年
来，中国福利会秉持“永远和党
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在妇幼保
健、校内外教育、少儿文化及社

会福利等领域开展实验性、示范
性工作，为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为促进祖国统一事业、维护
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独特作
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国福利
会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团
结凝聚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继
续致力于缔造未来的事业，促进
妇女儿童健康发展，为培养有知
识、有品德、有作为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
年大会14日下午在上海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在会上宣读习近平的
贺信并讲话。他表示，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加快中国福利会事业发展
步伐，不断提供新的实验示范和
引领辐射，擦亮中国福利会的服

务品牌和文化品牌，让爱心事业
更多更好惠及千家万户。

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出
席大会并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团
结凝聚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发
挥特色优势，增强时代性、实验
性、示范性，融入新时代、增强新
担当、展现新作为。

民政部副部长、中国福利会
副主席顾朝曦，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福利会副主席朱之文出席

大会。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主
持。上海市和中福会领导周慧
琳、诸葛宇杰、沙海林、翁铁慧、
李逸平、姜樑出席。老同志代表
许德馨、职工代表黄荷凤作了发
言。

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是1938
年由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保卫中
国同盟，1950年改名为中国福利
会，主要从事妇幼保健卫生、儿
童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工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