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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
工作的统一部署，2020年 9月 25
日上午，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烟
台市工作动员会召开。会前，省
委第六巡视组组长马玉星主持召
开与烟台市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见
面沟通会，传达了省委书记刘家
义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精神，通
报了巡视任务和工作安排。会
上，马玉星就即将开展的巡视工
作作了动员讲话，烟台市委书记
张术平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马玉星指出，巡视是党章赋予
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
略性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巡视工作，巡视利剑作用日
益彰显，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
力支撑，已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
器。省委认真贯彻中央巡视工作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
视，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各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这次继续安
排对设区市开展巡视，充分体现了
省委对市一级工作的高度重视。
烟台市委要充分认识巡视工作的
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上来，不断增强配合做好巡视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马玉星强调，省委巡视组将
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
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始终把
发现问题作为主要任务，紧扣领
导班子职能责任，对照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
查找政治偏差，重点监督检查党委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
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
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检视问题整改等“四个落实”情
况。做好本次巡视工作，是省委巡
视组和烟台市委共同的政治责
任。烟台市委和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要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
态度，把接受巡视监督与推动本地
工作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强化自
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激发共同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内生动力，与巡
视组同题共答，共同完成好巡视这
一重要政治任务。

张术平表示，这次省委巡视
是对烟台市工作的精准“把脉会
诊”和全面“政治体检”，是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重要契

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
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上来，不折不扣地履行好政治
职责。要端正思想态度，自觉接
受监督检查，实事求是反映情况，
严格执行纪律规定，坚决抓好问
题整改。要全力支持配合巡视组
的工作，及时完成交办任务，确保
巡视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做好
深化文章，放大巡视工作成效，全
力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根据工作安排，省委第六巡
视组在烟台市的工作时间为2020
年9月25日至12月25日，受理信
访截止时间为 12月 20日。为便
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巡视组建
立了多种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0535-6788111（接听电话时间为：

工作日 8:00—18:00）；寄信地址：
烟台市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网
上邮箱：登录山东省纪委监委网
站，在“巡视巡察”专题中点击“巡
视组信箱”，按照提示内容输入即
可；还设置了 4个专用举报信箱，
分别位于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楼
环廊东侧、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北门外、鹿鸣小区B17号楼西侧
公告栏、市政协办公区门外西侧。

根据有关规定，巡视组主要
受理反映烟台市委和市人大常委
会、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
组主要负责人，其他省管干部和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问题
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来信来访
来电等。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
接关系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
有关部门处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9月 27日上午，烟台市政
府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烟台空
港新区开发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在东山宾馆举行。市委书
记张术平，省机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卫中分别致辞，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飞与省机场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兴军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省管企业高质量发
展第四服务队队长、省纪委监委
第五监督检查室主任刘东平出
席，副市长张代令主持。

张术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表示祝贺。
他指出，面向“十四五”，烟台市将
抢抓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叠加机
遇，充分发挥新旧动能转换核心
片区、自贸片区、综合保税区等政
策优势，在空港新区布局一批关
联产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搭建
一批科创平台，实施一批基础配
套工程，加快推动港产城一体化
发展。希望双方在资源整合、资
金保障、产业发展、人才交流等方
面密切协作，共同建设立足环渤
海、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临空经
济区，打造空港与地方全方位务

实合作的样板典范。
王卫中强调，此次战略合作

涵盖航空服务、高端制造、国际
商贸、机场基金等领域，省机场
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
续在机场规划建设、运营管理、
市场开发等方面发挥主导作
用。希望烟台市一如既往地关
心帮助山东民航事业发展，加
大对机场建设、航线开发的支
持力度，携手将烟台机场打造
成国内重要干线机场和面向东
北亚的门户口岸，为全省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
仁）9月27日下午，市委书记张术
平到芝罘区主持召开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座谈会，
听取街道、社区等层面对基层党建
工作和“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建议。
他强调，要创新组织方式，统筹资
源力量，打造过硬队伍，推动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做实做强。市
委常委、秘书长于松柏参加。

会上，部分街道、社区和相关
方面负责同志坚持问题导向，结
合各自实际，开门见山、实事求
是，围绕基层党建工作和“十四
五”规划，谈体会、谈建议、谈打
算。张术平认真听取发言，不时
询问具体问题，与大家深入交
流。他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

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当前，我市正
处在迎接“多个大考”、实现“多重
目标”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关注基层、重视基层、支持
基层，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和社
区干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为经
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张术平强调，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快，城市基层党建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工作量大面
广、点多线长。要坚持依法办事、
依法行政，强化法治意识，更加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
矛盾、解决纠纷、促进发展。要带
着情怀、带着责任，做好群众工
作，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
好群众关心的各种利益问题。要

按照“基层吹哨、部门报到”的要
求，创新城市基层组织运行方式，
推动工作重心下移，发挥好街道
社区联结各方的“轴心”作用，形
成共治共享的工作合力。要整合
行政、物业、社会资源，用好市场
手段，突出公益属性，把物业管理
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全面提
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要推进网
格治理精细化，优化网格设置，完
善人员配备，细化管理体系，真正
把党的组织延伸到网格、把力量
充实进网格、把问题解决在网
格。要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
设，抓好待遇保障，畅通发展通
道，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
精、作风好的高素质专业化社区
干部队伍。

本报讯（郑义 YMG全媒体
记者 侯召溪）9 月 27 日上午，
2020 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在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中国教
育后勤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程天
权，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教育装备行
业协会会长王富，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飞，山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
员荆戈，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
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宪志，副市长
崔宗涛参加活动。

2020 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

会于 9月 27日-29日在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以

“展示、合作、创新、发展”为主
题，紧扣教育装备行业发展趋
势，与学校需求接轨，设置“近视
防控、校园疫情防控、实验教学
创新、人工智能教育”等四大特
色展区，“教育信息化 2.0、通用
教学设备、校园后勤、学前教育、
图书馆配建设、新技术新装备优
秀应用案例”等六大专题展区，
邀请 4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和嘉
宾在教育与装备创新论坛发表

演讲，在“云端”同步展示和推广
博览会主要展示板块内容和主
题论坛活动。博览会吸引了来
自行业内 300余家知名品牌企业
参展，标展展位 1600余个，展示
面积 35000 平方米，展示产品
10000 余种，涵盖国内教育装备
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成
果，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教育
装备企业搭建起融合教育发展、
赋能教育创新、供需交流对接的
平台，对促进教育与装备创新融
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市政府与省机场集团烟台空港新区
开发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张术平在芝罘区主持召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创新方式统筹资源建好队伍
推动城市基层治理做实做强

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在我市开幕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为庆祝伟大祖国诞辰

71 周年，由烟台日报社主办
的“时代的回响·时光博物
馆”大型公益展览活动，将
于 2020 年国庆期间在烟台
东方红色文化艺术馆启动。

记者探馆正在布展的烟
台东方文化市场的红色艺术
馆发现，为了更好还原不同年
代人们的生活，展厅里布置了
很多有历史年代感的实物和
场景，市民可以一馆“穿越”上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80 年
代、90年代。

场景引市民争相回忆
手摇电话、黑白电视机、

缝纫机、大金鹿自行车、钟表
……数件“古董”家具布置出
来的“家”，让人一下子穿越到
上世纪 70年代，能看出来，这
算得上是特别富裕的家庭了。

“你看这个收音机，外壳
是塑料的，这在当时是比较高
级的。”一位大叔说，电视机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最受欢
迎的。

69岁的刘先生的家以前
在农村，1985年他花了 400多
元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每
天天不黑，他家里就坐满了
人，屋里坐不下，他就把电视
机搬到院子里。为此，他在村
里的人缘很好。“那时候农民
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平
时也就是听听收音机。电视
机不但有声音，还有图像，当
然更受欢迎。”

“当时，农村根本见不到
冰箱和洗衣机，城市里才有。
自行车是金鹿牌的，不需要
闸，往后一倒就停。”刘大叔告
诉记者，看着这些又仿佛回到
了那个年代，每一样“物件”在
他眼里都是宝贝……

老物件展上充当讲解员
“闺女，快来看看，这是什

么？”采访中，梁先生带着妻子
和女儿，在老物件展区，充当
起了讲解员。

“那个带只小耳朵的是油
罐子，你奶奶家以前有这个，

一般都用来盛放猪油；还有那
个煤油灯，老辈儿家家户户都
用这个，可以通过调节灯芯长
度调节亮度，玻璃罩可以防
风。这是农民爷爷用过的烟
袋锅子……”梁先生一边讲，
一边兴奋地拿起簸箕、面瓢、
笊篱、小罗筛等用具，跟家人
数起了“家珍”……

“这个推车推起来很费
力，得有技术……”市民张先
生看着农村用具，特别亲切。

“我是农村长大的，这个
水缸太熟悉了，是咱们农民生
活的必备品。这缸里的水不
仅要供一家人的吃喝用，还要
饲养家禽和牲畜。现在的农
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水缸了，
基本都通上了自来水。”

看着这些老物件，来观展
的人们纷纷想起温馨感人或
忙碌生活中的故事。

如今，对于身在城市中的
你我，或者远离家乡的朋友
们，看到老物件，能一下子穿
越到那个年代。

展出百余幅红色书法作品
烟台是书画大市，文化

底蕴丰厚，文化交流蔚然成
风，同时烟台是闻名全国的
拥军模范城，有着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光荣传统。

在东方红色艺术馆书画
展区，展出了画师刘杨创作的
毛主席画像及共和国十大元
帅油画像，还有百位将军的百
余幅书法作品。参展的书法
作品有隶书、行书、楷书、草
书，风格多样，各有神韵。

充满红色元素的书法作
品展，将使更多的书法爱好
者近距离感受当年这些戎马
倥偬的将军们寄情山水、挥
毫泼墨的豪放情怀，学习老
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甘于
奉献的革命精神，也进一步
提升了公民的爱国热情。

记者了解到，烟台日报社
拟将“时代的回响·时光博物
馆”大型公益展览活动，打造
成为面向全市青少年学生的
一项红色公益品牌，并作为长
期红色文化基地举办下去。

“时代的回响·时光博物馆”
大型公益展览国庆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