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未经许可，本报所刊作品一律不得转载。官方网站：www.shm.com.cn 官方微博：@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 官方视频：烟台网络电视 ■ 联系电话：总编室6631285 广告：6631203 订报：6231640

YANTAI RIBAO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32

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
1945年创刊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出版

星期六
2020 年 10 月

［ ］今日4版第18723号

九月初一17 农历庚子年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 谭利明/美术编辑 姜涛

官方客户端 大小新闻

10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0月16日召开会议，审议《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国
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
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色，
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
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
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
动力源。

会议要求，成渝地区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健全合作机
制，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唱好

“双城记”，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
地，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
领，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

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坚持不懈抓好
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着力提
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
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
涵提升转变，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
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
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10月
16日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市委党校
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山东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围绕“十四五”
规划编制作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张术
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晓敏，市政协主席朱秀香以及市级领导
班子部分成员、市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王中主持。

高福一以《科学谋划“十四五”、奋力开创
新局面》为题，围绕“十四五”为什么关键、有
什么新特点、山东怎么办、烟台怎么干四个方
面，对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进行了深
入解读和系统阐述。他指出，“十四五”时期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烟台市要准确把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着力转变思维观念和方式方法，以培育
优良产业生态为抓手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超前谋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巩固提升
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王中在主持时强调，科学编制“十四五”
规划，对推动烟台充分融入国家和省发展战
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规划编制
工作，深刻洞察发展大势，描绘好未来五年发
展蓝图，做到既有针对性、现实性，又有前瞻
性、指导性，为建设制造业强市、海洋经济大
市、宜业宜居宜游城市和现代化国际滨海城
市指路引航。

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市
委党校报告厅，各区市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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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
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我市脱贫攻坚
成果如何？昨天，由市委宣传部、市政
府新闻办、市扶贫办主办的“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暨“脱贫路上看
烟台”媒体行启动仪式上传来好消息：

2014年全市识别贫困人口88281

户 144135 人，2018 年基本完成脱贫
任务，2019年、2020年持续巩固提升，
现 有 享 受 政 策 贫 困 人 口 36130 户
55927人，全部实现稳定脱贫；2014年
全市认定省扶贫工作重点村277个，
2017年底全部脱贫出列。2016年和
2018年，分2批认定市扶贫工作重点
村259个，给予重点支持，村级经济、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全面提升。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

四级书记

攻坚第一民生工程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脱贫
攻坚以来，全市上下将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尽

锐出战、精准施策。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落实“四级

书记抓扶贫”和遍访扶贫对象制度。
2016年至2019年，市县镇层层签订脱
贫攻坚责任书，逐级压实责任。

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加强政策
顶层设计。市委市政府出台打赢脱贫
攻坚战《意见》、扶贫开发《“十三五”规
划》、“332”扶贫工作重点县镇村集中
攻坚《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领导小
组出台建立贫困人口即时帮扶机制
《实施意见》、扶贫资产《管理办法》等
系列重要政策文件，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分别制定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工作方案》，形成了全市脱贫攻坚政
策支撑体系。

各类投入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
本保障。全市统筹各级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6.5亿元，其中2020年安排专项

扶贫资金1.66亿元，重点向“332”扶贫
工作重点县镇村和277个省扶贫工作
重点村倾斜，支持扶贫工作重点村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巩固扶贫工作重点村脱贫成果。免费
为贫困群众购买扶贫特惠保险，支持
孝善养老和公益专岗扶贫，重点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巩固提升
贫困群众脱贫质量。

全力保障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我
市全力保障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

治贫先治愚， （下转第三版）

我市55927名现有享受政策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277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脱贫出列——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在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即将举行
之际，16日上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果
树研究所主办、栖霞市苹果产业信息与
技术协会承办的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与第十九届山东栖霞苹果艺
术节同时开幕，大会发布了苹果高质量
发展技术报告，评选全国优质苹果，特
邀院士、知名专家、百名博士以及全国
苹果主产区负责人齐聚栖霞，为全国苹
果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在果满枝头的金秋时节，记者来到
栖霞，走进分拣车间，深入果园地头，跑
进销售市场，强烈地感受到了栖霞苹果
产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先进的苹果分选利器让人惊叹：引
进的苹果分选线，能借助全球领先的照
相系统对每个苹果抓取120张照片，以
分选等级；

成片的苹果区域规划让人期待：
以官道镇八家府为中心的“万亩苹果
谷”，辐射周围51个村，已经陆续进入
盛果期；

领先的苹果拍卖中心让人欣喜：

坐在交易大厅，通过大屏幕“拍卖大
钟”和智能终端，就可以快捷地买入自
己心仪的苹果。

在这场“苹果革命”中，栖霞市提高
站位，定标定责，即将出台的《关于加快
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2020－2022年）》，再度吹响了栖霞苹
果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实施意见提出，将着力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形成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让“花果山”
变成“金银山”，让“栖霞苹果”成为乡村
全面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载体，为实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
奠定坚实基础。

高科技，破解分选难题

一个苹果 120 张照
片利于精准分选

最近，独角兽“果企”齐鲁泉源投资
1000多万元从国外引进了最先进的自
动化苹果分选线。3500平方米的苹果
分选车间拔地而起。目前，这套法国分
选线已安装到位。

“分选线装有全球最先进的第7代
照相机系统。每个苹果在通过照相机
系统时， （下转第三版）

大力推进果业链改造升级 全力打造“万亩苹果谷”

栖霞力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胡国锋 蒋言芳 柏磊

笔者有一位朋友，还有三年多
才退休。去年工作岗位调整后，常
以“二线”自居，慢慢松散起来。从
目前干部管理来看，没有退休就是
在岗，在岗是不分所谓一线、二线
的。由此，笔者呼吁这些干部，一定
要防止57岁、58岁或59岁现象，大
力展示奋发向上、拼搏进取之气。

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从一
定角度来说，心态与年龄无关。就
五十多岁的干部而言，在工作中，
还是要保持一颗火热的心，不要人
未老而心先衰，不能暮气沉沉混日
子。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
干部虽然年过半百，有的个人和家
庭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仍然
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奋斗在工作
岗位上，取得了骄人成绩，为单位
作出了积极贡献。

要不断砥砺昂扬锐气。与年
轻人相比，年龄大一些的干部，在
体力上精力上可能有所减弱退化，
这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结果，但在

能力经验上可能更强更丰富一
些。工作中，要发挥见多识广、阅
历丰富的优势，敢于带头啃硬骨
头，敢于带头接最烫手的山芋。到
了关键时刻，应对棘手问题，要能
够挺身而出、大显身手，攻坚克难、
奋力突破，既当好指挥员又争做战
斗员，做到撸起袖子加油干、越是
艰险越向前。

要注重涵养浩然正气。处在
“五十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顺”之
间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可
谓年富力强，应属德高望重，务求
心胸开阔、境界高远。为此，既要
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清醒认知，
又要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境界
格局，切实加强自我修养、日常修
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时时处处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在职务上
常怀感恩之心，在生活中常怀知足
之心，在做事时常怀敬畏之心，真
正为下级为年轻人当好表率、作出
示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在艰巨繁
重的工作任务面前，每个岗位都有
许多工作要做。事业无止境，责任
重于山，需要永不懈怠永不停步，活
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年龄大一
点的领导干部，务必以激情、本领和
实际行动，带动周围的党员干部在
岗爱岗、知责尽责、求新求进，从而
汇聚干事创业的磅礴伟力。

莫道桑榆晚
□雷湘子

烟台核能全产业链
亮相核电工业及装备展

2020中国（烟台）核能安全暨
核电产业链高峰论坛成果丰硕

七项成果凸显烟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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