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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客户端 大小新闻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
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通过互联网就“十四
五”规划编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在
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史上是第一次。这次活
动效果很好，社会参与度很高，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要及时梳
理分析、认真吸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广泛而具体，充分表达了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
就是我们国家奋进的力量。要总结这次活
动的经验和做法，在今后工作中更好发挥

互联网在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方
面的作用，更好集思广益、凝心聚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
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齐
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的重要指示
精神，今年8月16日至29日，“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动，分别在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官
网、新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开
设“十四五”规划建言专栏，听取全社会意见
建议。活动组织有序，社会反响热烈，累计
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8万条，为做好“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
更好集思广益凝心聚力

中国烟台，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
堡、加里宁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两个
国家的五座城市，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签约共建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25日
下午，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签
约揭牌仪式在中国（山东）自贸试验区烟
台片区举行。由烟台开发区管委、中国
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管委、哈尔滨
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分院及俄罗斯马林内特行业中心
等单位共建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首
期按照“双向孵化”模式，分别在俄罗斯
莫斯科市、中国烟台市设立平台机构。
今后，烟台将成为面向俄罗斯及乌克兰、
白俄罗斯等俄语区国家海洋前沿技术协
同创新的新平台、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孵
化的新基地、海洋科技领域学术交流和
人才培训新基地，成为中国（山东）自贸
试验区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交
流、科技合作和产业协同创新的典范。

打造跨国协同创新“新典范”

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是做什么
的？未来主要涉及哪些领域？各方如何
开展合作？对于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

了烟台开发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局长常胜
军。他介绍，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主
要面向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区国家，本着

“请进来，走出去”原则，围绕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和“海洋强国”战略，发挥中俄
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资源优势，以海洋领
域科技合作与产业化为主线，构建中俄
海洋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展示平台和网络
信息共享平台，两国共同开展系列科技
活动，拓展与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
等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常胜军告诉记者，创新中心的主要
合作范围包括先进材料与应用化学、海
洋生物医药、先进光学应用、海洋信息与
检测、医疗设备开发、现代渔业装备、海
洋声学应用、水下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旨
在推动中俄双方技术创新、成果转移、人
才引进及联合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围绕深化中俄海洋领域合作，今
天，在线上线下同时参加会议的有俄罗
斯67家、烟台50家涉海单位的代表。”常
胜军介绍，这足以说明各方对共建创新
中心的重视，以及对未来合作充满了期
盼。他透露，在签约仪式上，俄罗斯马林
内特行业协会发布了首批25个合作项
目，含金量很高。此外，还有100多家有

合作愿望的机构和单位通过书面介绍了
自身情况和下步合作意愿，希望依托中
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双向平台，为
两国海洋领域全方位合作提供更多更好
合作机遇。

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旨在成为全
国最大的“中俄海洋技术产业化中心”

“中俄海洋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和“中俄
海洋科技领域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训平
台”，使之成为我国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与
技术产业化的承载平台、国际合作的桥
梁与纽带，成为中国（山东）自贸试验区
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交流、科技
合作和产业协同创新的典范，积极推动
我国海洋技术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

对于合作模式，常胜军介绍，俄罗斯
马林内特行业中心在烟台开发区设立驻
中国代表处，同时在莫斯科设立中俄海
洋科技创新中心（俄罗斯），俄方将选派
专人来华，负责双方合作项目的遴选、推
进、落地工作。

各方发挥优势合作谋共赢

此次共建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马林内特行业中心作为俄方的主要参与

单位，引起业界瞩目。
林内特行业中心总经理亚历山大·

萨维里耶维奇·宾斯基在与记者视频连
线时介绍，俄罗斯马林内特行业中心成
立于2015年，核心成员均是俄罗斯海洋
领域各个行业领先企业。工作组包括常
设机构和专家委员会，由来自俄罗斯15
个地区的60多家公司、研究中心和大学
的200多名专家组成。

“目前，马林内特行业中心已经联
合了100多个组织，包括大型公司、初
创公司、研究中心、大学，还有政府机
构。自2016年以来，在马林内特行业
中心框架内，推动了数字导航、海洋资
源开发技术、造船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
等领域的80多个项目发展，并且也在立
法完善、高科技设备发展和推广方面有
所贡献。烟台市和哈尔滨工程大学都
带有强烈的‘海洋基因’，与其合作是我
们最为关注的方向。”

对于此次合作，俄罗斯数字技术发
展问题总统特别代表、战略倡议署署长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佩斯科夫也寄
予厚望。他表示，通过共建海洋科技创
新中心，能更好的实现各方在海洋技术
方面的合作， (下转第三版)

“两国五城”视频连线签约，共建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携“海洋基因”合作赢未来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王聪 徐希水 宋匀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海玲
通讯员 纲轩 建波 超群 乙婷 泽鑫 晶
晶）9月25日，山东港口烟台港客运站码
头，亚洲最大、最先进、最安全、最豪华、装
载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设备最节
能环保的邮轮型客滚船——“中华复兴”
轮正式投入烟台至大连航线营运。

“中华复兴”轮填补了我国建造邮轮
型豪华客滚船的空白，开辟了我国建造邮
轮型豪华客滚船、建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客滚船的新纪元。

“中华复兴”轮是渤海轮渡斥资建造
的第四型大型豪华型客滚船，是我国自主
设计、自行建造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客滚船，也是继“渤海玛珠”轮等10
艘新型客滚船之后，建造的又一新型的、
邮轮型的豪华客滚船，在规模上、安全性、
先进性和豪华程度方面再次刷新了亚洲
纪录，成为新的“亚洲之最”。

“中华复兴”轮是亚洲吨位最大、装载
能力最强的客滚船。船舶总吨4.5万，船
长 212米，型宽28.6 米。设有客房461
间，载客定额为1689人。船舶设有3层
车辆舱，装载车道长度3070米，限高5
米，可装载10米的车辆300多辆。

船舶各项设施一应俱全，设有大型
多功能演艺厅、儿童游乐区、购物中心、
超市、水产专卖店、精品店、电玩区、
KTV、旅客露天休闲吧、露天星空影院、
露天烧烤、露天跑道及观景区等大型娱
乐休闲场所。

亚洲亚洲最大邮轮型豪华客滚船最大邮轮型豪华客滚船

““中华复兴中华复兴””轮投运轮投运

昨日昨日，，““中华复兴中华复兴””轮首航暨客货滚装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在山轮首航暨客货滚装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在山
东港口烟台港客运站码头举行东港口烟台港客运站码头举行。。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本报讯 近日，市纪委监委公
开通报了4起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典型问题，分别是：

栖霞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崔国政违规收受礼品问
题。2015年 12月，崔国政任栖
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违规
收取案件当事人张某某12瓶高
端白酒和12条高端香烟用于处
理关系，礼品折合人民币共计
26160元。2017年底，崔国政将
上述礼品上交至本单位。2020
年6月，崔国政受到党内警告、政
务记过处分。

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姜格
庄派出所所长丛伟违规收受礼
品、购物卡问题。2016年1月至
2017年1月，丛伟任烟台市公安
局牟平分局大窑派出所所长期
间，违规收受他人海鲜礼盒和购
物卡，金额共计6000元。2020
年6月，丛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原长岛县海洋与渔业局党委
委员、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
肖长兴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2015年至2017年，肖长兴任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期间，在公
务接待活动中，违规多次宴请同
一批客人并提供高档香烟和酒
水，违规在工作日中午劝酒，相关

费用共计 3639 元。2019 年 9
月，肖长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招远市张星镇小郝家村党支
部书记郝兆斌违规操办喜宴问
题。2020年7月16日，郝兆斌在
未按规定报备的情况下，在招远
市某酒店为其儿子操办婚宴，违
规宴请在该村经营企业的有关人
员并收受礼金共计 11000 元。
2020年8月，郝兆斌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通报指出，上述问题的发
生，暴露出部分党员干部纪律观
念淡薄，也反映出“四风”问题的
反复性、顽固性和长期性。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
上述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
引以为戒，增强纪法意识，带头
抵制各种歪风邪气，自觉把廉洁
从政各项规定和作风建设的有
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系
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切实担
负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强化日
常教育管理监督，做好廉洁过节
提醒，把纪律要求传达到每一位
党员干部，推动作风建设往深里
抓、往实里做； (下转第三版)

市纪委监委通报
4起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典型问题

昨晚昨晚88点点，，““中华复兴中华复兴””轮离港起航轮离港起航。。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申吉忠 摄摄拍照留念拍照留念。。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申吉忠 摄摄

小蘑菇”趟出
强村富民大路子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晚同日
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互为重要
近邻和合作伙伴，同为亚洲和世
界重要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和广阔合作空间。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近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
保持向好势头。中方愿同日本新
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各项原则和精神，妥善处理历
史等重大敏感问题，不断增进政
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
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
的中日关系。我愿同你共同发挥
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得
到新发展。

习近平指出，持续拓展共同
利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是新
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要
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抗疫情、稳经济、保民
生，成为各国共同政策选择。中
日双方可以相互支持，实现共
赢。中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
下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
巨大潜力。中国正在加紧推动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希望双方共同维护稳定

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公平开
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合作
质量和水平。中方支持日方明
年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习近平强调，中日共同肩负
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
责任。双方应该本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
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国际
多边机构和区域合作机制下加强
沟通、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为亚洲繁荣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菅义伟表示，日方高度重视
中国，把日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
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稳定的日
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我
希望同习主席保持紧密沟通，致
力于加强两国经贸合作，深化人
文交流，推动日中关系迈上新台
阶。日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确
保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加快推动日中韩自由贸
易区谈判，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
换了意见。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

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