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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十廉工程”系列评论之二

惩腐强廉
“清廉烟台”评论员

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
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任重道
远”概括了当前反腐败斗争新的阶段性特
征，警示全党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
行，要求全党保持清醒头脑，永远吹冲锋号，
继续打好反腐败攻坚战、持久战。各级党委
（党组）必须增强政治定力，扛牢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刀刃向内，严肃
查处腐败和不正之风，决不能怕得罪人、当

“老好人”。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惩治

这一手须臾不可放松。从烟台情况看，党的

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了人
防、政法、国企、卫健、金融、供销、非煤矿山、
粮食购销等领域一批违纪违法案件，程显
功、鲁明义、叶文君、王国栋、石学东、黄晓
明、孙光辉、林建东、蔡永江、孙建民、韩国
昌、崔洪勋、张广民、张吉发以及最近被移送
检察机关的于立祝，这些腐败分子在党的十
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受
到了党纪国法严惩，彰显了市委惩治腐败的
坚定态度、坚强决心。当前，腐败存量还未
清底、增量仍在发生，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保
持严的主基调不放松、保持压倒性力量常

在、保持强大势能常在。
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保

持高度政治敏感性、辨别力。要紧盯政策支
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
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严格财经纪律，严肃
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促进防范和化解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
治理，促进金融风险的防控化解。持续深化
国企反腐败工作，严肃查处“靠企吃企”、利
益输送、设租寻租、关联交易等违纪违法行
为。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必须深入贯彻落
实《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

见》，探索实施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坚决斩
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
交易关系网。

腐败和不正之风同根同源、相互交织，只
查腐败不纠歪风、腐败就得不到有效清除，作
风堤坝不牢固，腐败治理成果就无法巩固。必
须坚持风腐一体纠治，紧盯带有腐化蜕变特征
的享乐奢靡问题，严肃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
送礼品礼金等作风顽疾，坚持“前进一步”，着
力发现和查处利用吃喝送礼搞利益交换、请托
办事等现象，坚决清除隐藏在人情往来背后的
腐败。注意甄别脱离实际定政策、违反程序作
决策、审查审批走过场、监督检查“花架子”等
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权钱交易行为，着力
纠治披着作风外衣的腐败问题。深化民生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集中纠治教育
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安全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
力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真正打通全面从
严治党“最后一公里”。巩固深化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让人民群众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6月23日
上午，2022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大会在
黄渤海新区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傅明先，副省长凌文分别致辞;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培根、邬江兴、刘韵洁、刘合，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分别
作主旨演讲；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
司长王建伟、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岩琴，
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健、省工信厅厅长张
海波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主
持，市领导牟树青、于锋、韩耀东参加。

徐晓兰指出，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
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以新基
建培育了发展新动能，以新模式拓宽了产

业新空间，以新业态带动了人才新需求，
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体系建
设、夯实产业基础、深化融合应用、完善
产业生态，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她希望山东省把握发展机遇，积极
促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强
省建设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傅明先指出，烟台是我国近代民族工
业重要发祥地之一，工业经济起步早、基础
好。近年来，各级各部门坚持把数据作为
实体经济的重要生产资料，将工业互联网

纳入重点产业链培育，塑标杆、搭平台、建
生态，多层联动的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展现
出强劲的赋能效应。烟台将以举办此次大
会为契机，坚持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加速培育新业态，持续突破新技术，大力推
进新基建，探索融合新模式，努力打造国际
工业互联网先行城市。他希望广大业内企
业、高端平台、专业人才，扎根山东、落户烟
台，共建工业互联网产业新生态，共塑制造
业转型发展新优势。

凌文指出，山东是经济大省、人口大
省、工业大省,拥有门类齐全、基础雄
厚、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近年来，全
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把工业互联网作

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着力
培育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
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业态新模式，融
合应用加快向高层次、多领域深化。下
一步，将坚持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主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
发力，进一步做好创新、融合、应用三篇
文章，努力把山东建设成为工业互联网
产业高地、价值高地。

开幕式上，举行了“工业互联网+双
碳”园区、“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联合实
验室、“云行齐鲁、工赋山东”系列活动以及
山东工业互联网创新研究院等揭牌启动仪
式，签署了山东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
台等系列合作协议。

2022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开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6 月 21日至 23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
书记张晓钦率调研组，在省人大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预算工委主
任张术平等陪同下，来烟考察调
研铝产业高质量发展经验做
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秀香、
副主任李胜刚、秘书长王光耀等
参加活动。

铝产业是国内材料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市铝产业发展主
要集中于龙口市，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从单一产品到全产
业链、从价值链低端到价值链高
端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以龙口南
山铝业为龙头的铝产业高质量发

展链条，实现年销售收入300亿
元以上。

在烟期间，调研组来到烟台
港西港区和龙口市南山航空材料
产业园，实地考察调研港口建设
多式联运、口岸通关便利化、铝资
源和铝产品进口的装卸监管、铝
精深加工产业链建设发展等情
况，并进行了座谈交流。调研组
对我市港口建设及铝产业高质量
发展情况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
认真学习“铝产业”链长制的设计
思路及运作模式，加强在产业培
育、产业链延伸等方面的深入合
作，共同推进铝产业节能减排和
环境保护，实现传统高耗能行业
的转型升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调研组来烟考察

本报讯 6月23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郑德雁到芝罘区开
展服务企业专员工作，要求主动
倾听市场主体诉求，千方百计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希望企业以发
展的眼光与时俱进，推动企业加
快做大做强。

众德肥料（烟台）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肥料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郑德雁
来到众德肥料（烟台）有限公司，
走进植物培养室、研发实验室以
及肥料生产车间、水溶肥仓库，实
地察看公司肥料原材料和产品研
发、生产包装等情况，鼓励企业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引导
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随
后，郑德雁主持召开座谈会，与企
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了企业
的发展历史与营销模式。他指
出，众德肥料（烟台）有限公司作
为高新技术企业，要依托烟台丰
富的海洋资源，紧扣烟台特色农
业发展，探索创新经营模式，构建
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方位服

务体系，推动由肥料生产向“制
造+服务”转变。要强化创新引
领，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运用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推动产品
转型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烟台中亚至宝药业有限公
司，郑德雁实地察看了厂区及制
药厂、提取车间与药品制造中心，
详细了解公司历史文化、经营现
状以及中成药保健酒生产设备、
工艺流程等情况。他指出，烟台
中亚至宝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中
华老字号企业，要注重品牌保护
和打造，创新营销模式，深挖文化
底蕴，讲好品牌故事，推广中亚品
牌，打造烟台特产，推动产品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随后，郑德雁主
持召开座谈会，逐一回应企业需
求，希望企业明确发展定位，加大
资金投入，壮大自身实力，不断提
高企业硬实力。芝罘区和有关部
门要做好精准帮扶，引导企业进
一步完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全产业链布局，为企业发展提供
支持。 （下转第四版）

郑德雁在芝罘区开展服务企业专员工作时强调

以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推动企业加快做大做强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晚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南非总统拉
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
出席。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花团锦簇，金砖五国国旗整齐排列，与
金砖标识交相辉映。

晚8时许，金砖五国领导人集体“云合影”，会晤开始。
习近平首先致欢迎辞。习近平指出，回首过去一年，面对

严峻复杂的形势，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
砖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携手攻坚克难。金砖机制展现了韧性
和活力，金砖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果。本次会晤正值人
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金砖国家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大国，要勇于担当、勇于作为，发出公平正义的
声音，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念，汇聚经济复苏的合力，推动可持
续发展，共同为推动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为世界注
入积极、稳定、建设性力量。

习近平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
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
进，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6年来，面对惊涛骇浪、风吹雨打，金砖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
毅前行，走出了一条相互砥砺、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站在历
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既要回望来时路，牢记金砖国家为什么出
发；又要一起向未来，携手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

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同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第一，我们要坚持和衷共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一些

国家力图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
阵营对抗，漠视别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如果任由这种危险
势头发展下去，世界会更加动荡不安。金砖国家要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下转第八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举行，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

习近平讲话全文见02版

6月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并发表题为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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