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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
据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将
从7月15日起正式面向社会公众
开放。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暂定每天面向社会公众预约参观
人数为3000人，馆方将根据情况
适时增加参观人数。党史展览馆
开馆时间为9:00－17:00，停止
入馆时间为16:00，观众退场时
间为16:30。每周一例行闭馆。
公众可凭本人二代身份证、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有效证
件，采取线上实名制免费预约方

式进行预约参观。全天分 9:
00－12:00、13:00－16:00两个
时段预约参观，额满为止，不接待
现场预约。观众须按预约成功的
时段持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入
馆参观。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观时
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自觉
接受安检，出示本人健康码，接受
健康监测，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具体情况可通过手机、电脑
登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
预 约 系 统（http：//ticket.cpc-
museum.cn）查询相关公告，预
约参观。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
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
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见》包括
总体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
的重要方式、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升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新时

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构建共同
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局六个部分。

《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
政治工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加以
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发挥了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重要
作用，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
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
性、根本性的转变。

《意见》明确，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围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根本任务，自觉承担
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职责使命，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
治国的重要方式，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提高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水平，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人民服务，为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意见》指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的建设
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牢牢掌
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⑩⑩

读书，让人保持思想活力、滋养浩然
之气。

如何打造职工精神文化家园？烟台
市总工会以职工书屋建设为抓手，深入
开展丰富多彩的百万职工阅读活动，引
导广大职工以读书强信念、以读书增素

质、以读书筑梦想。目前，全市已建立
各级职工书屋、阅读便利点、劳模书架
等3300多个，360多家基层工会配备职
工电子图书设备，建立市级“工会助力
乡村振兴农家书屋”345家，新建、改扩
建农家书屋面积2100多平方米，覆盖农

民工4万多人。

聚力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创新打造胶东根据地工运陈列馆

丰富职工阅读形式，让广大职工在阅
读中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位于我市新工人文化宫四楼的胶东
根据地工运陈列馆，1500平方米的展区
划分为“英雄的胶东和胶东工人”“兵工奇

迹”“众志成城”等主题部分，徜徉其中，如
同阅读着一本波澜壮阔的胶东红色工运
百科全书。

创新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阵
地体系，市总工会精心打造全国首个根
据地工人运动专题陈列馆——“光荣传
统——胶东根据地工运陈列馆”，以此为
龙头将教育阵地建设延伸到职工书屋、
职工之家、工友创业园区、工匠孵化基地
等工会阵地，形成市、县、镇街（园区）三级
阵地体系， （下转第二版）

市总工会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百万职工阅读活动，全市建立各级职工
书屋、阅读便利点、劳模书架等3300多个——

点亮百万职工“精神文化家园”

盛夏时节，海浪翻涌的金沙滩岸
边，一座极具现代感的建筑巍然屹立，
那汹涌的浪花似在无声诉说着这里发
生的滔天巨变。这里，就是烟台开发区
城市展示中心。

5公里外的自贸创谷，以科技感十
足的方式呈现着烟台开发区阔步迈入

“自贸时代”的生动实践。
烟台开发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这是一片诞生于“先行先试”“敢为人
先”的区域。起势于国家重大战略，又
在接续奋斗中一路奔涌向前，开发区从

“摸着石头过河”到“杀出一条血路”，从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敢于啃硬骨
头，敢于涉险滩”，以奔跑者的姿态闯出
一条生路，闯出一条新路，闯出一片光
明未来。

6月16日，“信仰之路——‘馆’览
百年红色胶东”大型融媒战役性采访组
走进烟台开发区城市展示中心和自贸
创谷，聆听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春天
的故事”，探寻那份令人振奋的担当精
神和干事热情。

改革大潮起
奏响“春天的故事”

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起势。作
为一个“新区”，烟台开发区的发展壮大
注定与众不同。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烟台开发区城
市展示中心已经成为不少烟台人和来
烟旅游外地人的重要“打卡地”。

这里生动讲述了近40年来烟台开
发区紧跟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在一片
盐碱荒滩上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城，从
一个小渔村变身为烟台经济中心的“春
天的故事”。

步入展示中心，迎面就是错落交
叠的木纹石装饰元素，其上循环闪现
着烟台开发区建区37年来所取得的各
项成就：

ISO14000国家示范区、中国工业
园区环境管理示范区、国家新型工业化
示范基地、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联

合国绿色工业园区”、“全国首批循环经
济试点单位”……一个个荣誉是烟台开
发区发展壮大的最好见证，更是开发区
人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的生动写照。

很难想象，一片盐碱滩上能崛起这
样一座新城。

巨变，源自一声“春雷”。
让我们把日历翻回到1984年的那

个春天。是年3月26日至4月6日，沿
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作出决定，进一步开
放包括烟台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
市，并在每一个开放城市中兴办一个经
济技术开发区。

喜讯传来，春潮激荡黄海潮。1984
年4月8日，烟台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当
即研究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选址和人才储备工作；考虑
筹建班子的组建和发展规划的制定。

如何将时代的思考真正转化为发
展的机遇？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尤
为关键。

“要有明确的地域界限，便于管
理；要有城市依托，能充分利用现有的
公共设施，节省前期开发投资；要有较
好的地质条件和自然环境……”烟台
开发区城市展示中心解说员苟雨洁介
绍，烟台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范围
一步步锁定。

1984年9月7日，时任国家副总理
谷牧登顶福莱山，指向东北，“就那个方
向，先开发2平方公里”。当年10月20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划定区域范围为夹河以西、柳
林河以东、柳子河以北、海岸线以南，规
划建设面积10平方公里，先期开发2平
方公里。彼时，烟台开发区的总体规划
已经完成70%。

改革开放如同一声惊雷，汇聚起改
变中国的力量，催生了亿万中国人民大
踏步追上时代的激情，一个“万物生辉”
的时代迎面而来，一个区域的巨变由此
启幕。

一粒种子在黄海岸边种下：1985年
3月20日，烟台开发区举行奠基典礼。

应势而生的烟台开发区始终牢记
党中央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战略意
图， （下转第九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首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烟台开发区
自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重大责任，叠加自贸区这一国
家战略后，更承担起了先行先试的时
代任务。作为全市干事创业的最好
舞台，烟台开发区要肩负起历史和时
代赋予的庄重使命，必须用担当诠释
初心，用实干践行使命。

烟台开发区将着眼全市发展大
局，紧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两个明
显提升、两个赶超进位”目标，对照全
市“1+233”工作体系，更加自觉地把开
发区发展放到全市大局中思考和定
位，切实增强等不及的紧迫感、慢不得
的使命感，瞄准建区四十周年，对标苏
州工业园区等国内最发达园区，全面发
起三年大攻坚行动，奋力推动全域整体
发展实现新跨越，持续提升对全市发展

大局的贡献度，更好带动周边地区发
展，加快崛起烟台市现代化滨海新区，
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最美窗口。

我们将牢牢坚持党建引领，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引导各级党
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更多精力放在老百姓关
心的民生大事中，下大力气引进一批
现代化国际化教育医疗资源，加快补
齐民生事业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继续叫响“不服输、敢
于拼抢、敢于叫板”的老开发区精神，
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项目建设、

“双招双引”、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上
持续用力、攻坚克难，掀起二次创业
新热潮，为烟台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
化强市作出更大贡献。

用担当诠释初心 用实干践行使命
烟台市副市长、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 牟树青

敢为人先的担当
YMG全媒体记者 高伟 刘洁 通讯员 马双军 王聪 吕爱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昨日，首届“鲜美烟台好
礼”名单出炉，来自我市18家企
业的20款产品被评选为“首届鲜
美烟台好礼”。据介绍，自优选环
节中脱颖而出的20款产品，将代
表烟台参加山东省消费者协会举
办的山东精品伴手礼推介活动。

本次入选首届“鲜美烟台好
礼”的20款产品分别为：三环生
肖锁、龙口粉丝、烟台啤酒、鉴赏
级烟台苹果、龙大原浆压榨花生
油、烟台绿茶、张裕可雅白兰地、
张裕解百纳、喜旺烤肠、烟台绒
绣、烟台桑叶茶、昌荣果缘莱阳慈
梨膏、鲅鱼水饺、葱伴侣6月香豆
瓣酱、北极星六针多功能石英手
表、鱿鱼仔、《揭秘鲜美烟台》、薯
香宁海、即食海参、牟氏砂大碗。

据介绍，首届“鲜美烟台好

礼”征集活动由中共烟台市委宣
传部指导，烟台市商务局、烟台市
文化和旅游局、烟台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烟台日报社共同主办，烟
台市消费者协会承办，向烟台全
市企业公开征集参评产品，经过
初选、甄选、优选等评测环节后，
结合网上投票结果，由行业专家
和消费者代表依据参评产品的地
域感、品质感、安全感、文化感、品
牌知名度及便携性等六个维度进
行打分排序，评选出“鲜美烟台好
礼”。活动秉承自愿、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旨在帮助企业扩大
产品销售，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据了解，主办方将为评选出
的“鲜美烟台好礼”颁发奖牌和证
书，并加印“首届鲜美烟台好礼出
品企业”独特标识。

首届“鲜美烟台好礼”
名单出炉

获评的20件产品将代表烟台参加省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王晨旭）7月6日至
9日，招远市“双招双引”小分队赴
上海和苏州开展生物医药产业招
商推介活动，同时开展了新材料
招商和招才引智工作等方面的对
接洽谈。

招远市“双招双引”小分队首
站在上海张江药谷开展了招远市
生物医药产业精准招商推介会，
参会企业有药璞（上海）医药科
技、上海精准医疗国际研究院、泰
励生物、君实生物等医药企业。
与会企业对招远市生物医药产业

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
可以将他们孵化成功的产品在招
远实现产业化。

推介会结束后，“双招双引”
小分队又赴中科院硅酸盐研究
所、宝弘科技、苏州生物医药产业
园、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和苏州
国际发展集团等单位开展招才引
智、招商引资等工作。通过此次
活动，“双招双引”小分队大力推
介了招远市生物医药产业并与部
分企业达成初步意向，并通过对
相关科研院所的考察，推进了招
才引智相关工作。

招远“双招双引”
走进上海和苏州

104家世界500强
在烟共享发展机遇

烟台开发区城市展示中心成为不少烟台人和来烟游客的重要烟台开发区城市展示中心成为不少烟台人和来烟游客的重要““打卡地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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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通·政策连连看
——烟台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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