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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心董事长 郭秀林
烟台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建于2005年，

是一家集医养结合、临终关怀、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庭院式新型专业养老服务机构，是烟台市第
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四星级养老机构，入住的老
人平均年龄 82.3岁，一期400张床位全满，二
期即将启动。优质的服务是一切的根本，公司
一直秉承‘替子女尽孝，为老人分忧’的服务理
念，真正做到让老人开心，让家属放心。

对房产项目来说，物业就相当于它的售后
服务。融创壹品选用的融创物业，具有壹级管
理资质，一定会给未来的业主们带来A级服务，
开启烟台人的理想人居生活。

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 杨厚邦
从1980年建厂至今，四十年来，宝源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从最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到如
今成为国内最大的空气过滤器制造商之一、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始终秉承“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

对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人来说，清新的
空气已经成了稀缺资源，今天来到融创壹品,
这里的空气最起码不低于100000级的空气
质量，品质相当好，融创壹品在这样伴山傍湖
的风水宝地开发楼盘，肯定会受到烟台广大购
房者的大力欢迎。

烟台市级非遗莱州毛笔传承人 张庆林
莱州毛笔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数百

年来，一代代莱州制笔人热忱传承着这一技
艺。我作为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一直坚持着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制
笔精神，去做好每一支毛笔。

融创壹品造房子就和我做笔一样，都必须
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做笔是一百多道工
序，造房子可能是成百上千道工序，每道工序
都要认真完成，这就是工匠精神。

山东壹贰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迟伟韬
公司一直秉承着“让全人类用上安全电”

的宗旨，产品自问世以来，我们的产品陆陆续
续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广泛运用，并得到
了用户的一致好评。2015年取得了安全电一
系列的20多项专利。

电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人类已经从恐惧
用电发展到安全智慧用电，电与人类的关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像融创壹品一样，不仅仅
是为了住，而是一直在为更理想的人居环境而
努力。

烟建集团第二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革
我是1980年投身建筑行业，那时候叫烟

台地区安装公司，现在是烟建集团第二工业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可以说这四十年，也是
烟台城市发展变化最巨大的40年。建筑最
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如今，我们
的城市建筑，向上提升高度，向外扩展规模，
给了我们市民更多地期待，也给了我们建筑
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融创壹品的建筑线条鲜明，颜色稳重大
气，更注意在细节雕琢下工夫。可以说很好
地诠释了法式建筑的内涵和风貌。

烟台鹤仙谷拓展训练中心董事长 孔庆森
鹤仙谷拓展训练中心成立于2008年，先

后被授予烟台市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青少
年研学旅行基地、烟台大学生物多样性实习
基地、鲁东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等。12年来，总培训人数已经达30万人，其
中党员超过了10万人，成为当前烟威地区最
大的专业拓展基地。

融创壹品的房子，品质的确不错。买房
子，绿化、配套、建筑细节固然重要，但人居环
境、社邻关系、圈层文化等更加重要。融创壹
品作为融创的高端系列产品，一定会更加符
合烟台人对理想人居生活的定义。

烟台市级莱州非遗草辫传承人 原广宗
莱州草编工艺源于沙河一带农村，据传已

有1500多年的历史。先民受发辫的启示，用
灵巧的双手将一根根的麦杆，经过不同的挑压
交叉，编制出了各种纹理结构的花样草辫。

房子和草编的发展历程差不多，刚开始的
时候都只讲究实用性，房子能住就成，草编主
要是草帽和收纳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
于草编，人们追求的是它更加精心艺术化的设
计，而对居住的要求逐渐上升到它的舒适度、
功能性、地段投资价值等。融创壹品不但适用
于居住，更是处处透着精心、用心、匠心，融创
壹品是适合我们烟台人居住的好房子。

欧美佳食品烟威区域总经理 曾志平
欧美佳食品自2008年在济南成立以来，一

直秉承“诚信、专业、快捷、健康”的服务理念，发
展为山东最大的现调创意饮品服务商。我们的
客户遍布整个山东，包括星级酒店、中西餐饮、
快餐连锁、饮品连锁、烘焙连锁等。

社会在进步，未来一定是品牌的天下，不
管是欧美佳还是融创壹品，我们打造的都是品
牌精品。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
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是人们对一个企业及
其产品、文化价值的一种评价和认知，是一种
信任。

烟台市级非遗葫芦雕刻传承人 王玉
“葫芦”谐音为“福禄”，在中国民间寓意

着吉祥。而“八仙葫芦”正是以蓬莱神仙文化
为主要题材创作的集绘画、书法和烙印于一
体的工艺品。2018年，党和国家领导伉俪蓬
莱，选购了两支葫芦带走，可见它的艺术价值
和收藏价值。如今，“八仙葫芦”在蓬莱已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好作品的艺术价值是相通的，融创壹品
的房子就和我们的葫芦一样，都经过师傅们
的精心构思，精工雕琢，均凝聚了设计者和建
造者的心血。

烟台市级非遗核雕传承人 史洪波
核雕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到明朝时期已

经有相当高的程度，比如《核舟记》，核雕是门很
神奇的艺术，它是用废弃的桃核为材料，通过制
作者的用心勾画，利用桃核上的天然孔洞和纹
路，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让本来的

“瑕疵”孔洞变成画面中的“点睛之笔”。
小到核雕，大到房子，没有精雕细琢，就没

有好的产品，我看见了融创壹品也在打磨每一
个细节。

“百年烟台的骄傲——从城市变迁到理想人居生活”大型专题活动（二）

（融媒记者 丁宝杰）

十位大咖谈工匠精神——精雕细琢 精益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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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日前，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是：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原书记傅铁钢

等人为易连峰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
题。2002年以来，易连峰涉黑组织通过暴
力手段垄断通辽市砂石行业，开设赌场、组
织卖淫，以商养黑、以黑护商。2008年至
2011年，傅铁钢任通辽市委副书记、市长和
市委书记期间，与易连峰交往密切，收受贿
赂，为其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资金获取等
方面提供帮助，并经常在易连峰经营的酒店
进行接待和个人免费消费，默许该酒店涉
黄、涉赌等不法行为长期存在。2003年至
2011年，通辽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辛金
山利用担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市委政
法委书记等职务便利和影响力，收受贿赂，
为易连峰“零地价”获取土地提供帮助，并以
其经营酒店是政府接待窗口为借口，多次要
求公安系统有关人员对该酒店给予关照，严
禁检查，致使其涉黑团伙在该酒店开设赌
场、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一直未被查
处；长期出入易连峰经营的酒店，进行个人
免费消费。傅铁钢、辛金山同时还存在其他
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
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其他相关人员均受
到相应处理。

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
记、主任胡高平为昌枚生恶势力团伙充当

“保护伞”问题。2006年以来，昌枚生恶势
力团伙利用其自身经济实力及家庭宗族势
力，横行乡里，随意殴打他人、非法占用农用
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严重扰乱当地社会
生活秩序。胡高平在担任新余市渝水区委
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等职务期间，收受贿赂，在昌枚生煤矿非法
越界开采等事件中为其站台撑腰、说情抹
案；为昌枚生提供资金支持，先后三次为其
协调借款共计1100万元，获得政府补助资
金3000余万元；主动为昌枚生当选市党代
会代表、市“十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提供
帮助，使其因此转为事业编干部。胡高平同
时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广东省深圳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李华楠为张伟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
题。2010年以来，以张伟为首的涉黑组织
利用金融平台利诱受害人借款或融资，通过
迫使债务人违约、虚假诉讼等手段获得债务
人或担保人的不动产，使用软硬暴力非法攫
取巨额财富。李华楠明知张伟有涉黑背景，
利用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务
便利，收受贿赂，帮助张伟当选深圳市第五
届人大代表，并介绍张伟认识法院和公安系
统干部，为其赢得虚假诉讼提供便利。
2016年，李华楠向相关负责人打招呼，使深
圳市公安局对张伟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件作不立案处理。李华楠同时还存在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并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
他相关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

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卓
义才为董忆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2014年以来，卓义才利用职务便利，明知以
董忆为首的涉黑组织实施开设赌场、暴力讨
债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不履行查禁职责，
反而收受贿赂，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其
逃避公安机关查禁、处理经济纠纷等事项提
供帮助、站台撑腰。2014年，对群众举报董
忆等人开设赌场、暴力讨债等涉黑犯罪问题
线索，多次向办案民警打探核查进展并暗示
关照；协调相关单位出具情况说明，帮助董
忆的公司在探矿权转让纠纷一案中胜诉。
2015年，董忆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外省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卓义才冒充省公安厅领
导给被害人打电话施压要求和解，并指使下
属编造董忆入股的矿山发生安全事故引发
群体事件需其处理善后的事由，以公安机关
名义向办案机关发函，使董忆被取保候审。
卓义才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其他相关人员均受
到相应处理。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凤城镇桑村原党
总支书记李增虎涉黑组织案件及背后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2008年以来，以李增虎
为首的涉黑组织盘踞文水县，以企业为依
托，借钢铁生产之名大肆圈地，强占国家资
源，疯狂采石挖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多次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甚至在公共
场所数次持枪作恶，伤害他人。李增虎长期
把持桑村基层组织，“两委”主要成员均由其
指定，十多年未进行换届，并利用胁迫、违规
干预等手段，安排所属公司8名党员（其中3
名属于违规发展）到附近7个行政村担任党
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等职务，直接为其非
法采石、挖砂、占地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服
务。通过巨额行贿、入股分红、兼职取酬等
手段，腐蚀拉拢多名公职人员为其站台撑
腰。吕梁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刘云晨
（曾任文水县委书记），文水县委原书记孙善
文、原县长李晓娥，原副县长、凤城镇党委书
记贺荣杰，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武吉兵、林
业局原局长李瀚等人，收受贿赂，明知李增
虎涉黑组织存在私挖滥采、非法占地、操控
把持基层组织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却包庇
纵容、听之任之、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查
处。上述人员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山东省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
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徐润启，潍坊滨海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臧传
奎等人为王雷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2006年以来，王雷涉黑组织以承包海域养殖
为名，私自成立“海上巡逻队”，向当地渔民强
行收费，采取暴力方式驱赶不交费的渔民，实
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至案
发时该组织实际控制海域约占潍坊海域总
面积三分之二。徐润启在担任潍坊市海洋
与渔业局局长、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期间，收受
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为王雷参与县市区土地
整理项目、海域使用权办理等事项提供帮
助。臧传奎在担任潍坊市旅游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期间，收受贿赂，以其单位名义与王雷合资
组建休闲渔业公司，由王雷负责具体运营，并
将部分涉黑人员转变成其单位的国企正式
人员。此外，昌邑市渔政站原站长王兴俊、原
副站长马连茂等人违规为王雷办理养殖渔
船、捕捞、贝类生产作业等审批手续，为其骗
取燃油补贴提供帮助。上述人员还存在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并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曝光的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典型案例看，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严重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直接
组织参与黑恶活动，长期把持基层组织，攫
取非法利益，有的明知黑恶势力为非作恶、
违法犯罪，却贪欲膨胀，与其沆瀣一气、同流
合污，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或为
其生产经营搭桥铺路、提供资金政策支持，
或对其违法犯罪活动有案不立、立案不查，
或案发后通风报信、说情抹案，致使黑恶势
力坐大成势，大肆侵占国家资源、破坏自然
生态，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市
场经济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党内
政治生态。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从
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今年是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之年，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具体行动，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对照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找差
距、补短板、抓落实，持续加力，确保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要围绕问题线索起
底筛查、对账销号，实现“存量清结”“增量随
结”；统筹力量推动案件攻坚，如期完成“伞
网清除”任务；主动与政法机关对接，做到

“扫黑”与“打伞”、审查调查与审查起诉高效
衔接；监督保障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始终坚持实事求
是，一是一、二是二，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做
到认定精准、处置精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要围绕扫黑除
恶常态化打好持久战。坚持压实责任，坚决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落实常态化
扫黑除恶各项举措。坚持边打边建，全面梳
理专项斗争中线索处置、案件查办、协作配
合等方面成熟经验做法，形成有效管用的制
度体系。坚持标本兼治，深化以案促改，加
强跟踪问效，推动修复政治生态和自然生
态。坚持抓早抓小，紧盯权力运行环节，对
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纪违法苗头性问题早
警示、早纠正、早处理。坚持改革创新，“三
不”一体推进，针对案件暴露的共性问题，推
动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不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六起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教育部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为确保《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取得
实效，教育部研拟了“十大专项行动”，并将予以重点推进。其中
包括聚焦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
人才。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介绍，“十大专
项行动”中，有三项着眼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设
置和人才培养；两项着眼于战略支撑和高端引领；两项着眼于夯
实基础，培育核心竞争力；两项着眼于固本培元，深化研究生培
养体系建设。

他介绍，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高层次人才培养行动将聚焦关
键领域核心技术，组织“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一流企业（院所），统
筹一流学科、一流师资、一流平台等资源，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
养一批紧缺人才，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和推进科技创新作
出贡献。

此外，基础学科深化建设行动将支持一批事关原始创新支
撑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学科，以及具有极高保
护传承价值的“绝学”、冷门学科，深化科研组织和评价体系改
革，健全投入和激励机制，为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夯实长远基
础。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将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
博士生规模。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累计培养了1000多万
名博士、硕士，今年在学研究生将达到300万人。

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 美国政府21日宣布对与伊朗
核、导弹和常规武器项目有关的实体与个人实施新一轮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布行政令，宣布对27个支持伊朗
核、导弹和常规武器项目的相关实体与个人实施制裁和出口管
制。行政令说，与伊朗开展常规武器贸易或就相关武器提供技
术培训、资金支持者，其在美国的财产将被查封。

另据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当天在出席一场智库
活动时表示，美国新一轮制裁“没什么新意”，美方对伊朗已施加
了所有压力，但伊朗没有屈服。

美国国务院本月19日单方面称，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号决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达成前联合国对伊实施的制裁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日
晚8时起恢复生效。

安理会成员，包括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德国多次重申，美国于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不再具有
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资格。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
除对伊制裁。安理会随后通过第2231号决议，对伊核协议加以
核可。该决议第11执行段有“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内容，但规定
只有伊核协议参与方才可以启动该机制。

教育部拟定研究生教育“十大专项行动”

超常规培养紧缺人才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