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5日上午，全市工业互联网生
态产业链签约暨项目推介会上，18个工
业互联网重点项目以“现场+线上”的形
式集中亮相签约。会议期间，同时举行
烟台市标识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上线、
橙色云国家级“双跨”平台发布仪式等系
列活动。

齐聚行业顶级资源的这一会议，意
味着烟台工业互联网正开启新的征程，
为我市制造业实现“数智”蝶变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18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打造工业互联网新格局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烟台
综合二级节点正式接入国家顶级节点，
橙色云平台在全国 600多家工业互联
网平台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 29个双
跨平台之一。针对食品、环境领域，发
布烟台市食品云、烟台市环境云。中关
村物联网数字孪生创新基地成立……

昨天的会议上，一系列重磅消息相继发
布，标志着烟台工业互联网又开启了新
的征程。

昨天的会议现场，烟台市工业互
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与橙色云、挪威
Highcharts、挪威DYNASPACE、北京
清云智通、鸿鹏新能源等共计七家生
态合作伙伴集体签约，烟台市标识解
析综合型二级节点与艾迪精密、鲁花
集团、衣拉拉集团、海维软件四家服务
企业集体签约，以及其他合作项目共

计 18 个工业互联网重点项目集中签
约，涉及大数据应用、新能源、智慧消
防、精密机械、食品、服装等诸多制造
业领域，助力烟台工业互联网打造新
格局。

强强联手，诸多顶级资源齐聚一堂，
共建烟台工业互联网。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刚介
绍，此次与烟台工业互联网平台携手合
作，将共同打造一流的工业互联网安全
指挥调度指挥平台。 （下转第三版）

烟台工业互联网再迎“风口”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刘佳

18个工业互联网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全市规上企业2025年全部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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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每周夜
校”“某某夜校”成了
高频词，经常出现在
一些地方、部门、单
位的宣传报道中。
作为加强教育管理、
实施强基赋能、促进
工作开展等的实践
载体，这些探索值得肯定。关键
是如何坚持下来，切实把各类“夜
校”办出成效、办得更好。

比如，在安排上要增强前瞻
性和计划性。凡事须谋定而后
动。干任何工作，都要有计划性，
避免随意性。有了计划打算，才
便于执行，才不会落空。举办各
类“夜校”，更要拟订周密计划。
能具体到每个周更好，至少每个
月、每个季度组织学什么、怎么
学，要有明确的计划打算。不能
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又比如，在内容上要注重知
识性和趣味性。办好各类“夜
校”，质量效果是关键。要增强夜
校的吸引力，就要在优化课程设
置、活化授课方式上下功夫。既
要呼应上级要求，又要切合本级

实际，还要听取大家
意见建议，切实加强
调查研究、进行综合
分析。要坚持传统
讲授与信息化手段
传输相结合、同题与
点题相结合，让听课
者学有所获，感觉没

耗时不白来，让大家愿意学，学了
这次还想学下一次。

再比如，在参与上要体现广
泛性和全面性。各类“夜校”作
为一种集体活动，营造好的学习
氛围很重要。从以往实践看，出
勤率很关键。只要是范围内的
人员，都应积极自觉参加，一个
不能少。尤其要注意的是，领导
干部要带头当表率。只有领导
干部带头参学，下级才会跟着学
跟进学。

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
工作需要，“夜校”或许会变成别
的形式，也可能被新举措取代，但
不干则已、干就干好，当下就要扎
扎实实地办好，切忌盲目跟风凑
热闹，不能始于形式、流于形式、
止于形式。

切实把“夜校”办好
□雷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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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5月25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习近平对巴切莱特访华表示欢迎，
并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入阐述了事
关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表明了
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全方位维护和保障
人权的原则立场。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
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100多年来一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国成功走出
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
权发展道路。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的人权
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习近平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
础上，同各方积极开展人权对话和合作，

扩大共识、减少分歧、相互借鉴、共同进
步，共同推进国际人权事业，造福各国人
民。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四件事。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人民
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人
权。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
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
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才是最大的人权

本报讯 5 月 25 日上午，烟
台市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市
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监誓并讲
话，市委常委、副市长于胜涛领
誓，副市长隋子林主持仪式，市
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任命的市政府秘书长及部门主
要负责人参加宣誓。市领导赵
峰、王松杰参加宣誓仪式。

宣誓仪式现场气氛庄严，国
徽高悬，宣誓台上摆放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人宣读
了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
会议任命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名
单。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领誓人左手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
举拳，宣读誓词。其他宣誓人整
齐列队，举起右拳，跟诵誓词。

宣誓后，郑德雁讲话。他
指出，向宪法宣誓，既是一种荣
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体
现了新一届市政府维护宪法权

威、遵循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
市的坚定决心。要坚持绝对忠
诚，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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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依
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
则和程序行使职权，建设法治
政府。要坚持为民初心，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的事情，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要坚持担当有为，树
牢“保三争二奔第一”的工作标
准，带头干、马上办。要坚持廉
洁自律，为争做清廉建设标杆
城市作出贡献。

郑德雁要求，市政府工作人
员要勇担使命、开拓进取，接好

“接力棒”，走好“赶考路”，为烟
台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全力
建设更具竞争力的新时代现代
化国际滨海城市，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郑义 YMG全媒体记者）

烟台市政府举行
宪法宣誓仪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杜传鹏）记者从
福山区财政局获悉，福山区聚焦
强化财政资金保障能力、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发挥政策融资担保
作用，积极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不断提升财政服务质量，助力
中小企业稳健发展。1-4月，减
税降费累计达5亿元，信贷投放
190户企业。

强化财政资金保障能力。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
压减一般性支出，压缩非刚性非
重点支出，多举措盘活存量资
金，收回和压减的资金统筹用于
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实地走访
重点企业，及时拨付外经贸发
展、商贸发展和企业扶持发展资
金7830万元。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财税部
门建立减税降费联席会议，成立
减税降费工作专班，制订减税降

费实施方案，完善企业收费监测
点、收费监察员、收费举报直通车
等相关制度。1-4月，减税降费
累计达5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
退税1.77亿元，制造业中小微企
业缓税3.03亿元。

发挥政策融资担保作用。建
立包帮服务工作机制，协调解决
融资及信贷投放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精准搞好信贷投放服务。
1-4月，已完成信贷资金投放21
亿元，信贷投放190户企业，有效
缓解了全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同时，根据全区产业发展特
点，制定《福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
省农担融资担保合作推广工作方
案》，着力打造以大樱桃种植及设
施栽培为特色，苹果、葡萄、有机
草莓种植及设施栽培为重点，覆
盖福山全域、全产业链的政策性
农业担保贷款服务体系，满足农
业经营主体贷款需求。

福山财政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四个月减税降费5亿元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全国公安系
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25日上午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向
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公安民警
辅警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
参加会见。

上午10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
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同大家亲切交
流并合影留念。

郭声琨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
话。他指出，全国公安机关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实践行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
要求，学习弘扬英模精神，全力做好防风险、
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下转第七版）

习 近 平 会 见 全 国 公 安 系 统
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

“一起走过月季的浪漫，共同迎来花
城的盛典。在这激情绽放的瞬间，陶醉
八方宾朋的笑脸。”昨日，在游人如织的
中华月季园，伴着旋律优美的《月季花
开》，莱州市第32届月季花节开幕。

斜风细雨盖不住古城市民昂扬的节
日热情，更遮不住奋进莱州重新绽放的
壮志雄心。

花开莱州
又见莱州人昂扬的“精气神”

久旱逢甘霖。月季花节在重新绽放
这天，莱州下起小雨，天微冷。而在中华
月季园里，莱州人洋溢着节日的笑脸。

莱州市将月季花确定为市花，把每
年5月25日定为“月季花节”。“花节在莱
州是和春节一样隆重的节日。很久没有
今天的场面了。天再冷也要来看看，这
是莱州人的念想。”年逾七旬的李达汉细
雨中让老伴儿给自己拍了张照片。众多
和李老汉一样的莱州人戴着口罩，扫过
场所码，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穿梭
在月季园的花海里，用手中的相机记录

这如诗如画的盛景，共同欢庆着莱州久
违的盛典。

在拍照的人群中，有两位特殊的莱
州人，一位是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
玉米之父”的李登海，另一位是带领莱

州中华武校连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北京
“双奥”开幕式的李明治。在月季园的
盛花锦簇中，两位为莱州发展作出卓
越贡献的“英才”满面春风，他们特意
和莱州市委书记李勇刚在花前留下今

年的花节纪念。值得一提的是，当天，
李登海、李明治等5名优秀企业家代表
还从莱州市市长陈钢手中接过了该市
专门打造的首批“英才服务卡”。据
悉，凡是持有英才卡的企业家将享受
到多样化、全方位、立体式的扶持政策
和服务。

来自家乡的荣耀，是莱州人内心最
温暖的给养。热烈的掌声中，见惯大场
面的李登海等人笑得格外灿烂。花开
莱州，绽放出莱州人凝心聚力、奋发向
上的精气神儿。

花开莱州
吐露莱州崛起的勃勃生机

千年古邑五月的花海，是奋进莱州
发展的盛会。如今的月季花节，是莱州
重要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平台。本届
月季花节以“花开古邑 奋进莱州”为主
题，以“政企联动、全民参与、文化铸魂、
经贸振兴”为宗旨，先后举办了项目集中
签约、化工企业入园签约、政银企联席会
等经贸活动。 （下转第四版）

莱州市第32届月季花节开幕，总投资达68亿元的10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花城吐芬芳 莱州布新局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姜建彬 刘向东 宋浩 徐嘉艺 摄影报道

游客在盛开的月季花间游览游客在盛开的月季花间游览。。

5 月 25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
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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