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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今年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纪念章。

纪念章使用紫铜胎镀金、银材质，通径
为50毫米。纪念章核心部分为志愿军战士
形象和70束光芒，以和平鸽、水纹和中朝两

国国旗元素编制的绶带环绕四周，外围采用
五星、桂叶和象征五次战役的箭头等元素，
组成金达莱花的五瓣造型，象征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寓意伟大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
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
的宝贵财富，彰显了我国不畏强敌、维护世
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
信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0月22日召开会议，
听取“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十三五”以来，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
展，有力有序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
盾问题，沉着冷静应对外部挑战明显上升
的复杂局面，坚决果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冲击，坚定朝着既定目标任务前

进，“十三五”规划实施顺利，主要指标总
体将如期实现，重大战略任务和165项重
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规划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

习近平强调，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
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
上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脱贫
攻坚成果举世瞩目，污染防治力度空前加
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面深化改革取
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
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
推进。尤为重要的是，在“十三五”的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进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品质和斗争精神
斗争本领得到锤炼，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
貌更加奋发昂扬，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政治保
证和强大奋进力量。

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十三五”规
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脚踏
实地、乘胜前进，紧盯脱贫攻坚任务不松
劲，保持污染防治定力不动摇，绷紧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这根弦不放松，推动民生
改善不懈怠，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各
项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

会议强调，各方面要将精力更加集

中到贯彻党中央部署、谋划推动“十四
五”发展上来，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
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
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十
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
大判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
高质量发展，着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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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乘势而上、奋力前行，推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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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鲁东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10月22日上
午，鲁东大学与绿叶生命科学集团合作办
学签约暨建设启动仪式在鲁东大学学术
中心举行，市委书记张术平、鲁东大学党
委书记徐东升分别讲话并共同为新校史
馆揭牌，市领导于永信、崔宗涛出席，鲁东
大学校长王庆主持，绿叶生命科学集团董
事局主席兼总裁刘殿波致辞。

张术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鲁东大
学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诚挚问候。
他指出，作为烟台本地办学历史最为悠
久的高校，鲁东大学建校90年来，一直根
植烟台、融入烟台、服务烟台，贴紧不同
时期地方发展需求，调整优化学科设置，
积极搭建科研平台，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持续深化校地供需对接和交流合作，为
烟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市
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医养健康产业发展，
将其纳入全市战略规划，制定出台一系
列扶持政策，建设了一批高端科创平台，
培育了一批知名医药企业，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效应进一步凸显。此次鲁东大学
与绿叶生命科学集团开展合作办学，既是
深化校地校企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益实践，必将为烟台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活力。
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精诚开展合
作，齐心协力把研究院和产业学院建设
好，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

面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丰收。

仪式上，鲁东大学与绿叶生命科学
集团签署了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

院、绿叶生命与健康产业学院合作协议，
启动了校企共建项目。仪式结束后，与
会人员共同参观了“今日鲁大”成果展和
新校史馆。

鲁东大学与绿叶生命科学集团
合作办学签约暨建设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 10月
22日下午，“山东与世界500强连线”韩国专
场暨山东省—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烟台分会
场活动在东山宾馆举行，市委书记张术平致
辞并与嘉宾连线对话，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经
商处商务参赞王治林，斗山集团中国区总裁、
中国韩国商会会长李浩哲视频致辞，市委常
委、秘书长于松柏出席，副市长张代令主持。
活动开始前，张术平会见了在烟投资重点韩
国企业代表。

张术平在致辞中指出，烟台是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三核”之一、山东自贸
区“三区”之一、山东国际招商产业园“三园”
之一、中韩产业园“三园”之一，工业基础较
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生态环境优美，物产
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良，拥有良好的资源禀
赋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烟台正积极抢
抓国家和山东省重大战略叠加机遇，立足东
北亚、放眼“十四五”，依托特色平台，做强优
势产业链，培育更多优势产业集群；加强资源
整合，布局重点创新链，培植科技创新优势；
深化互联互通，构建高效供应链，建设海铁联
运物联网；借助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的
国际影响力，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全力
打造对韩经贸合作的新高地。希望韩国企业
更加关注烟台、青睐烟台、投资烟台，开展务
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张术平先后与希杰集团中国总部副总裁
朴恩模、韩国SK化工公司总经理俞容培连线
对话。他指出，烟台是山东对韩经贸合作的
桥头堡，与韩国长期保持着广泛密切的交流
合作。希望希杰集团和SK集团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参与烟台产业培育、项目建设，
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合
作发展。

活动采取视频形式举行，SK高端精细
化工、汎洋液压系统、麦纳提咖啡、新能源汽
车部件、工程车辆配件制造、爱宝生物有机
科技、金属材料、新材料科技等8个项目集
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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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山海、云端相聚，务实合作、互利

共赢。
昨日下午，“山东与世界500强连线”

韩国专场暨山东省—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
烟台分会场活动在东山宾馆举行，韩国知
名企业负责人真诚交流共谋发展，总投资
1.69亿美元的8个项目集中签约，前三季度
引进韩资项目、实际利用韩资逆势上扬……

“当前，烟台正积极抢抓国家和山东

省重大战略叠加机遇，立足东北亚、放眼
‘十四五’，全力打造对韩经贸合作的新高
地。”市委书记张术平发出真诚邀请，“期
待韩国各界朋友更加关注烟台、青睐烟
台，开展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冲击，我市
依托对韩经贸交流密切优势，全力打造对
韩经贸合作新高地，发出对外开放最强音。

好邻居金不换

知名韩企青睐烟台

烟台与韩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

缘相近、人缘相亲，长期保持着广泛密切
的交流合作。

斗山集团是烟台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累计在烟投资设立了工程机械、叉车、装
载机、机床等重点项目，并带动了一大批
韩国配套企业来烟投资兴业。“今年上半
年，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陷入冰
冻，但韩国企业没有停止在烟台市的投资
步伐。”活动上，斗山集团中国区总裁、中
国韩国商会会长李浩哲表示，烟台是山东
省内韩国大企业最集中的城市，韩资企业
在烟台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烟台市对韩
国企业给予的大力支持。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SK集团是韩
国最大的综合能源化工企业。2007年，

SK集团全资子公司——SK综合化学国
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山东金潮新型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SK金潮塑
业（烟台）有限公司，开启了SK集团与我
市携手合作的先河。“对SK化工来说，中
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我们一直致
力于构建持续合作关系。”韩国SK化工公
司总经理俞容培表示，“SK化工的化学产
业和制药产业与烟台市重点产业发展方
向一致，当前SK化工烟台项目正在顺利
推进，相信今后将继续维持更好的合作关
系，吸引更多投资来到烟台。”

希杰集团是韩国最大的食品公司，引
领韩国食品行业和餐饮文化发展，核心业
务涵盖食品及餐饮服务、（下转第三版）

跨越山海、云端相聚、务实合作，烟台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依托对韩
经贸交流密切优势，携手韩资企业蓄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总投资1.69亿美元的8个项目集中签约
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烟台‘鲜’的七次方”实播
走进“鲁菜之乡”福山

■山东省非遗文化传承人权福健亲手操作包“鲅鱼馅
儿”和“三鲜馅儿”的饺子，与您分享美食，品味人生，寻根溯
源鲁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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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智助”培育新动能
●近两年来，通过与高校合作，我市围绕重点产业开展技术攻关

项目50多个，完成重大科技成果登记50项，形成了校地融合互动、共
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90岁的鲁大“节俭而又务实”
●鲁东大学昨日迎来90岁生日。当日，传统的校庆盛典被一纸高

规格、高质量的签约取代——鲁大与绿叶生命科学集团签约，双方共建
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绿叶生命与健康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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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大力弘扬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
02版

气壮山河的凯歌
永载史册的丰碑
——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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