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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
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构
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
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基石。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
领域重大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的
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
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
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
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
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
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
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要建立稳
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善
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优化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加强国家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健全疾
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
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加强疾控人才
队伍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
生学院。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
急反应能力。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
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
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系统，加强实验室检测网
络建设，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
构协同监测机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预案体系，强化基层卫生人
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深入开展卫
生应急知识宣教。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防控
等卫生健康工作机制。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救
治体系。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
病救治能力建设，完善综合医院传
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提升应急
医疗救治储备能力。要优化医疗资
源合理布局，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
卫生机构动员响应、（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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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摄影
YMG全媒体记者 柳昊杰） 9月15日上午，
夏普超高清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在烟台开

发区中日科创园举行，副省长凌文出席并
与夏普株式会社会长戴正吴视频连线交
流，市委书记张术平、夏普株式会社中国区

总经理高山俊明分别致辞，省政府办公厅
副主任王健，市领导王中、于松柏参加。

凌文代表省政府对夏普创立108周年

和超高清产业研究院揭牌表示祝贺。他指
出，今年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手抓
常态化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果。山东是工业大省，产业
门类齐全，正积极抢抓新基建发展机遇，大
力布局5G基站，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
台。夏普在超高清视频研发生产等领域居
于行业领先，处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的前沿，希望双方携手加强原始创新和
技术应用，着力构建“8K+5G”全产业链，
拓展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融合、文化旅游、
新闻传播等方面合作，努力在更高层次上
实现互利共赢。

张术平指出，夏普超高清产业研究院
是夏普在我国投资建设的首座8K研究院
和超高清终端产品研发平台，将为烟台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希望双方以此次超高清产业研究
院成立为契机，以富士康烟台园区为载体，
围绕“8K+5G”场景应用，在智慧家庭、医
疗健康、文教娱乐、工业智造等领域开展更
加务实友好的交流合作，加快打造具有全
球引领意义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基地。烟台
市将一如既往地为夏普在烟发展提供优质
服务，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在
《烟台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9月15日上
午，市委书记张术平到烟台日报社调研，他
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提升能力水平、深
化改革创新，全面推进媒体转型融合发
展。市委常委、秘书长于松柏，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于永信参加。

张术平首先来到全媒体采集中心，与
编辑记者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职
能分工和采写流程，勉励大家主动融入全

市中心工作，积极倾听百姓心声，推出更多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在
5G融媒体中心直播间，张术平亲身体验虚
拟技术应用，强调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注
重运用新技术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实现宣
传效果最大化、最优化。全媒体中心指挥
大厅是报社传播平台的中枢，张术平来到
这里，认真听取媒体融合情况介绍，与一线
采访记者视频连线交流，要求以融媒体“中
央厨房”为依托，打破壁垒、深改深融，加快

实现由传统报社向“报网端微”四位一体的
全媒体新闻社转型。

随后，张术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烟
台日报社工作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
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去年以来，报社各项
工作呈现可喜变化，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
厚，融媒体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步入了健
康发展时期。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烟台日
报地位重要、作用关键，要进一步加强政治
建设，把党性原则贯穿新闻舆论工作始终，

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做精
做优头版头题，切实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树立精品意
识，积极适应新时代媒体采编方式、传播渠
道的深刻变革，不断增强专业能力、专业素
养，善于捕捉新闻热点，全面提高办报质
量。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纵深推
进用人和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完善科学合
理的绩效薪酬体系，巩固拓展成果、激发内
生动力，奋力开创报社事业发展新局面。

张术平在烟台日报社调研时强调

把牢方向提升能力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媒体转型融合发展

本报讯 9月15日，市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住烟全国、省人大
代表调研我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情况。市领
导王晓敏、王中、徐少宁、崔宗涛
参加调研。

代表们先后实地查看了烟台
蓝色智谷、绿叶制药创新药产业
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万华百万吨
乙烯项目、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
期工程等现场，参观了胶东红色
文化陈列馆“人民至上——党领
导下的烟台人民战‘疫’”专题展
览。市政府书面报告了今年以来

我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情况。

通过调研，代表们全面深入
了解了我市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全
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以创新催
生发展新动能等工作情况，充分
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绩。代表们纷纷表
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依法履职、积极工
作，努力为推动烟台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夏普超高清产业研究院在烟揭牌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住烟全国、省人大代表

开展专题调研

烟台市委巡察组反馈十三届市委第九轮巡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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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9月15日下午，我市与中国
农业大学签署共建烟台研究院合
作协议。市委书记张术平、中国
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出席，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与中国农
业大学校长孙其信签署协议，中
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烟台研究院
院长辛贤，市领导于松柏、于永
信、崔宗涛参加。

张术平指出，烟台市与中国
农业大学合作共建烟台研究院已
步入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各
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此次合作
协议的签署，将有力推动烟台研
究院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学水
平，进一步做实做大做强。希望

校地双方按照既定目标，加紧落
实合作事项，同心同向同行、共商
共建共管，加快建设国内一流教
育基地、现代农业创新基地、社会
服务和成果转移转化基地。

姜沛民对烟台市给予的支
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农业
大学高度重视与烟台市的合
作，经过密切沟通、深入对接，
双方达成系列共识，掀开了烟
台研究院发展新的篇章。下一
步，将把握校地合作机遇，在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资源、
科创平台、成果转化等方面，全
力支持烟台研究院建设和发
展，努力为烟台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智力支撑。

我市与中国农业大学签署
共建烟台研究院合作协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新国 高少帅）9月15
日9时23分，自海阳港运输至黄海海域的长征十一号海
射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实施发射任务，采用“一箭九星”的
发射方式，将“吉林一号”高分03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应用发射。

海上发射具有快速、机动、高效的鲜明特点，既能显
著提高火箭运载能力，又能有效降低成本。由于技术难
度高，世界上掌握这一技术的仅有少数几个国家。经过
中国航天人的不懈努力，我国也终于跻身其中。

昨日上午8时，记者乘坐的“中华复兴号”轮抵达预
定海域。站在甲板，举目远眺，只见长征十一号运载火
箭傲然伫立在驳船上，整装待发。在不远处，多艘大型
船舶在驳船附近保驾护航。

9时23分，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
“……3、2、1”“点火！”
伴随着山呼海啸的巨响，运载火箭如一条白色的巨

龙从发射平台腾跃而起，拖曳着耀眼烈焰，直插苍穹。
起飞约10秒后，火箭继续按程序飞行，很快钻入云

层，只在空中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
不久，捷报传来：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一时间，甲板上掌声四起，人们握手、欢呼，无数个

日夜的辛苦努力与热切期待，在这一刻化作甘甜。

此次发射是东方航天港工程启动以来第一次海上
应用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在发射母港组装、测
试和星箭对接，大幅缩短了火箭生产与发射链条。

“这次发射意义非凡，是我国首次固体运载火箭海
上应用发射。”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11号固
体运载火箭副总指挥的金鑫，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他
表示，去年6月5日的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更多是技
术试验性质，主要目的是关键技术攻关、技术流程演练
和组织模式探索。此次海上发射，进一步优化了海上发
射技术流程，提升了海上发射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为未来实现海上发射常态化、高频次奠定了基础。

烟台宇航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此次海上发射保
障任务，公司总经理滕瑶激动地说，通过两次海上发射
的对接、磨合，海洋工程与航天技术合作的系统性的界
面整理出来了。“这标志着烟台航空航天产业和海工装
备产业实现了完美融合。”滕瑶说。

一次发射带动一个产业。今后，烟台将全力推进东方
航天港重大工程，以海上发射为牵引，力争用五年的时间，
打造集研发、制造、发射、文旅等为一体的商业航天高科技
产业集群，带动烟台乃至全省航天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海上奔星辰
“一箭九星”叩苍穹

我国固体运载火箭首次梦圆海上应用发射

>>>更多报道见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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