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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10
月24日下午，我省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49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建设。省
委书记刘家义出席开工活动，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干杰讲话。

今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12121个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769个
补短板强弱项项目、1678个专项债券项目
取得扎实进展。近期，全省16市申报集中
开工项目879个，总投资8785亿元，8月份
以来已开工383个。这次集中开工的496
个项目，总投资5447亿元，其中过10亿元

项目114个。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同时
开工，并进行了配套项目连线签约。16市
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本市开工项目情况。

李干杰在讲话中说，举办这次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落实“六保
三促”任务的有力举措，将对巩固经济社会
发展持续向好势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今天开工的项目，涵盖

“十强”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重大平台
四大类，展现了全省各级推进项目建设的

最新成果。这些项目抓好了，必将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发挥重要支撑
作用。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强化担当、扎
实履职，主动工作、密切配合，全力加快建设
进度，着力强化要素保障，坚决守牢安全底
线，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
达产、早见效，让广大企业家在我们“好客山
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

活动最后，刘家义宣布，全省496个重
大项目开工。

开工活动通过视频方式进行，省和济

南市领导王书坚、孙立成、刘强、于晓明、
孙述涛等，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重点项目投资方代表参加活动。各市
设分会场。

副省长凌文出席烟台分会场活动，市
委书记张术平介绍我市集中开工项目情
况，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晓敏，市政协主席朱秀香和市级领
导班子有关成员参加。据了解，我市共有
28个项目纳入此次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活动，涵盖现代化工、高端装备、文化创
意等多个领域。

我省49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刘家义出席 李干杰讲话

我市设分会场，有28个项目纳入此次集中开工活动

10月23日，在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
日和重阳节来临之际，山东省军区烟台第
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联合长岛贾平“兵妈妈”
志愿服务队、万华集团、乾元律师事务所、
爱尔眼科医院等共建单位，采取多种形式
真心关爱服务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百多位老首长和老阿
姨，向这群可敬可爱的老人致敬。

军民欢聚一堂包饺子

“怕天气有变化，我们昨天就从岛里出
来了，今天早上5点就起来做准备工作。”
23日上午，在烟台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食
堂里，63岁的兵妈妈贾平正忙得热火朝
天，22条重十五六斤的大鲅鱼开膛破肚，
处理好后调成了美味的鱼馅。12位从长
岛赶到烟台的“兵妈妈”志愿者和老首长、
老阿姨、老首长子女和该所官兵们一起包
起了大鲅鱼饺子。

92岁的吴大伟老首长上午8点半就赶
到厨房来帮忙包饺子了。“通知活动9点开
始，心情很激动，早上早早就醒了。”吴老爷
子告诉记者，当兵时学过包饺子，今天和大
家一起热闹热闹。一会儿时间，老人包了
40个饺子。吴大伟是原26军第76师副参
谋长，江苏省泗阳县人，1947年2月入伍，
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战
役，荣立过三等功3次。“从1953年来到莱
阳，在烟台地区已经住了近70年了。”吴大

伟告诉记者，住在干休所感到很温暖，被照
顾得细致周到，有求必应。家里暖气水压
力上不去，所里派人调了好多次，换暖气
包，加压力泵，不知来了多少趟。“没想到的
也替我们想到了，现在党对老干部待遇好，

非常幸福。”吴大伟表示。

志愿者为老英雄贴心服务

这边热火朝天地包着饺子，那边爱心

共建单位的关爱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不少老人的身体很好，但是脚上有不

少毛病，因为不经常下楼，有的有甲沟炎等
问题。”朋朋修脚烟台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孙
启蒙告诉记者， （下转第三版）

军民一家亲，浓浓鱼水情
我市社会各界重阳节前关爱参加过抗美援朝等战争的老英雄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张鹏 贾玉省 任焕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于跃）10月 19
日，中共山东省委全面依法治
市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第
一批山东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地区和示范项目命名的决定》
（鲁法办发[2020]19号）。我市
荣获第一批“山东省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市”称号，招远市进入

“山东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市、区）”行列，我市“全面深化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栖霞
市“强力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荣获“山东省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项目”。

近年来，我市在法治政府建
设中，坚持全面依法行政，深入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在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
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推进机构职能职权法定，
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显著提

高。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
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立
改废释并举，突出烟台地方特
色，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有效发
挥。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
法，建立起部门申报、民意调查、
政府把关确认的科学决策程序，
决策质量显著提高，行政决策公
信力和执行力大幅提升。行政
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健全行
政执法体制，创新行政执法方
式，推行和完善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创新打造“四全”模式被
司法部宣传推广。行政权力制
约监督科学有效，发挥常态化、
刚性化监督制度作用，科学有效
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基本形成。依法有效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创新“0535”烟台阳
光复议惠民工作机制，推进行政
应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仲
裁、人民调解和信访工作，依法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我市喜获全省首批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刁伟 赵雯雯）昨
日，记者自烟台海关获悉，前三季
度，烟台市进出口总值2217.9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4%。9月，
烟台市外贸进出口值 358.3 亿
元，增长34.7%。其中，出口值
217.4亿元，增长28.8%；进口值
140.9亿元，增长45.1%。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发挥职
能优势服务烟台市外贸增长，青
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在提升口岸
通关效率方面下足功夫，严格落
实“无纸化”“两步申报”等便利通
关措施，简化企业注册登记和备
案手续，办理企业备案平均时长
缩短至30分钟；针对烟台港大宗

散货、对日韩食品等贸易特点，采
取“5+2”预约通关服务，实施“减
少锚地检疫”“24小时预约监管”

“先放后验”等便利通关措施，实
现船舶检疫、现场查验“零等待”。

在外贸进出口持续承压的
背景下，通关提速对烟台市外贸
进出口的拉动十分明显，烟台海
关深入挖掘和积极培育地方经济
增长点，全力促进外贸增长。前
三季度，烟台市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149.8亿元，增长46.4%；出
口鲜、干水果及坚果41.1亿元，
增长72.5%。进口方面，集成电
路进口149.5亿元，增长12.9%；
原油进口85亿元，增长2倍；大
豆进口51.5亿元，增长108.9%。

烟台前三季度进出口
总值达2217.9亿元

美味饺子献给老英雄美味饺子献给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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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飘香，鱼虾满舱。十月走烟台，山海尽
丰收。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发展
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
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
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沿着总书记的指引，我市以乡村振兴为抓
手，海陆统筹，主动作为，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产业链水平，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构建具有烟台特色的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陆海齐发力彰显烟台特色

湿润的海风，吹向耸立的山峦，孕育了山海

之间独特而丰富的物产。
立足资源禀赋，烟台坚持陆海统筹，优先

发展以苹果为代表的果业、以海洋牧场为代表
的现代渔业两大领军产业，引领其他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加快构建具有烟台特色的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成为烟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最鲜明
的特色。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以稳产保供
为重点，以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以持
续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建设、科技创新、农业改
革、产业扶贫等‘五个持续’为着力点，加快发展
现代高效农业，构建‘大农业’发展新格局。”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洪军表示。

在今年夏粮收获中，莱州市山东登海种业
19农场的“登海 206”百亩示范方实收10.31
亩，亩产达790.10公斤，这是自龙口市1997年
17.44亩小麦平均亩产707.3公斤纪录的23年
之后，国内连片实收测产面积10亩以上最高

产量纪录。
今年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市农技推广中心

农技站站长王廷利介绍说，经历了干旱、暖冬、
倒春寒、病害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市上下
通过关键技术措施落实、重要节点强化指导、防
灾减灾技术到位等举措，才促进了小麦生产在
异常气候年份再获丰收。专家田间调查数据显
示，今年小麦亩穗数37.10万、穗粒数33.10粒、
千粒重37.60 克，较上年分别增加0.89、减少
0.52、增加0.58。

在种植面积下降情况下，单产较大幅度提
高，对稳定全市夏粮总产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全市146.2万亩小麦，预计总产57.38万吨，平均
亩产392.47公斤，与上年相比，单产增幅2.5%。

“海上烟台”建设同样如火如荼。9月27
日，全国第一个坐底式海珍品养殖网箱“国鲍1
号”完成交付。网箱采用集装箱提升式立体养
殖理念，充分利用了海水的立体养殖空间，以达

到集约化、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海珍品的功能，
为“海上粮仓”建设再添“深海利器”。

这是烟台全力发展以海洋牧场为代表的现
代渔业的最新例证。2018年以来，烟台奋力建
设山东海洋牧场综合试点烟台先行先试区，全
力打造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目前，全市已拥有
省级以上海洋牧场30处，其中国家级14处、占
全国总数1/8，海洋牧场总面积超过105万亩，
形成海洋牧场建设“全国看山东、山东看烟台”
的良好格局。

大型农业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重要主体，我市发挥89家省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优势，大力推广“龙头企业+生产
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
延伸产业链、拉长价值链、畅通供应链，推进现
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全产业链发展。

以仙坛股份为例，采取“公司+基地+农场”
的合作养殖模式，形成以“公司+农场”为表现

形式、以“契约+情感”为维系手段的肉鸡产业
化经营模式，实现企业发展、政府受益、农民致
富的多赢效果。目前共发展农场近2000处，直
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6000多人，年增加农民
收入近6亿元。

标准化擦亮农业“金字招牌”

从以往大水漫灌、大起大落的粗放生产，到
标准统一、科学系统的集约生产，我市把农业生
产管理的全过程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
道，擦亮烟台农业的“金字招牌”。

莱州琅琊岭采用宽行密植栽培模式进行郁
闭园改造就是最好的例证。琅琊岭150亩的矮
砧种植示范园曾是一片郁闭苹果园，通过“隔行
去行”去掉800多棵果树，行距由3米增加至4
米，采用宽行密植模式栽培，通风透光性明显改
善，果园产量提高20%， （下转第三版）

烟台“大农业”的路子越走越宽
我市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烟台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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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跨越 决定性的成就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纪实

>>04版

2016－2020，新时代中国发展征程上写就浓墨重彩的篇章。
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

台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阔步走向全面小

康，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圆满实现。
5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

拓创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决定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