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济南6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山东
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
断取得高质量发展新成就， 不断增强经济社
会发展创新力，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初夏的齐鲁大地，万物勃兴，生机盎然。6月
12日至14日， 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后，在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省长龚正
陪同下，先后来到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
地，深入科研院所、社区、党性教育基地、企
业、农村，考察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和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

山东半岛濒临黄渤海，海域资源丰富，具
有发展海洋科技和产业的有利条件。12日上
午， 习近平来到位于青岛蓝谷的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习近平走进实验
室大楼，结合展板、电子屏、实物模型和样品
标本展示， 听取实验室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能源、服务海洋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以及构建综合立体海洋观测网络等方面的情
况介绍， 了解深远海科考船队共享平台建设
和科考船工作情况。在超算仿真大厅，习近平
认真察看高性能科学计算和系统仿真平台运
行情况， 并向科研人员详细询问构建超级计
算机互联网、研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深
蓝大脑”、打造国家一流海洋系统模拟器的最
新进展。得知超级计算机解决了海洋数据“碎
片化” 问题， 大大提高了海洋观测和预测能
力，总书记十分高兴。海洋高端装备联合实验
室内，水下仿生机器鱼、无人水面船、海洋传
感器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关键技术的
海洋仪器设备吸引了总书记目光， 他走上前
去凝神察看，不时询问。听说总书记来了，实
验室的科研人员纷纷围聚过来， 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建
设海洋强国， 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 认识海
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他勉
励大家，再接再厉，创造辉煌。

随后， 习近平来到青岛市李沧区上流佳
苑社区。在社区市民中心，他听取青岛市城市
发展规划建设和旧城风貌保护情况汇报，察
看村史馆内旧村老屋复原场景， 了解社区实
施旧城改造、 加强基层党建以及居民生活变
化情况。中午时分，习近平走进社区便民食
堂，同正在这里用餐的居民热情交谈，询问
饭菜可不可口、价格贵不贵、对社区便民服
务还有什么新要求。习近平还沿着小道步入
社区， 察看社区整体环境和居民居住情况。
社区小广场上， 一些居民正在健身休闲，看
到总书记来了，大家热情鼓起掌来。习近平
走到他们身边，向大家问好。习近平强调，城

市是人民的城市， 要多打造市民休闲观光、
健身活动的地点， 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
更丰富多彩。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
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离开
社区时，路旁挤满了群众，习近平频频挥手，
向大家致意。

下午，习近平来到胶东（威海）党性教育
基地刘公岛教学区。 习近平登上东泓炮台遗
址， 了解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防务情况和威
海卫保卫战、刘公岛保卫战历史。随后，习近平
来到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 参观甲午战争
史实展。 习近平听取了威海市依托红色资源
打造党性教育基地情况介绍。 正在刘公岛教
学区培训的学员代表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代
表，以热烈掌声欢迎总书记的到来。习近平语
重心长地说，我一直想来这里看一看，受受教

育。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13亿多中国
人要发愤图强，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
强大。

夕阳洒向海滨，青山格外秀美。接近傍晚
时分，习近平考察了华夏集团生态修复项目。
这个曾经满目疮痍的采石场， 经过10多年的
综合治理、绿化造林，如今到处鸟语花香、满
眼郁郁葱葱。 习近平在听取威海市生态文明
建设整体情况介绍后， 沿着步行道实地察看
治理区新貌， 同当年参与矿山修复和目前正
在景区工作的村民亲切交谈， 对华夏集团通
过生态修复促进文化旅游发展、 带动周边村
民就业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习近平强调，良
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
基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印在脑子里、落
实在行动上，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让

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海风萧萧，烟雨蒙蒙。13日上午，习近平

冒雨来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 这里
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习近平
拾阶而上，登上蓬莱阁主阁，远眺黄渤海分界
线，俯瞰蓬莱水城，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情
况，察看水城炮台和古代舰船入海口，听取明
代爱国将领戚继光操练水师、 保卫海防等历
史介绍。习近平指出，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
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 领导
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 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
神营养。要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让优秀文
物世代相传。

习近平十分关心企业科技创新和装备制
造业发展。考察期间，他先后来到万华烟台工
业园、 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基
地、浪潮集团高端容错计算机生产基地，进车

间，看样品，听介绍，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在万
华烟台工业园，习近平深入中控室，向正在值
班的工作人员了解企业中控系统运行情况，
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产业布局、产品应用等情
况介绍。得知企业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直至自主创造的道路， 技术创新能力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全球异氰酸酯行业
的领军者，习近平鼓励企业一鼓作气、一气呵
成、一以贯之，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向前。习近平
强调，要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要有这么一股
劲，要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和追求，不断在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上取得新突破。

风急云低，雨流如注。13日下午，习近平
来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基
地。作为国内率先进入海洋工程行业的企业，
中集来福士用10年左右时间，国产化率从不
足10%提高到60%。在厂区码头上，习近平撑
着雨伞，趟着积水，近距离察看停靠在这里
的自升式修井生活平台，远眺“蓝鲸1号”超
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泰山” 龙门
吊、海洋牧场平台，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
高端海洋工程设备制造、维护、运行情况。海
风吹起了衣襟，雨水打湿了裤腿。习近平站
在雨中， 同围拢过来的工人们一一握手、亲
切交谈， 向作业平台上的工人们挥手致意。
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国有
企业，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掌
握更多的国之重器。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创
新，努力建成现代企业。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不动摇， 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
织不放松， 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

1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济南高新区，考察
浪潮集团高端容错计算机生产基地。近年来，
浪潮集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高端
服务器国产化替代， 有效推动了数字经济和
新旧动能转换。 习近平结合实物详细了解企
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服务器和大数据、政务云、
智慧城市等信息化平台， 走进车间察看高端
服务器装配生产线，听取企业运用“互联网+”
理念打造智能工厂、 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
率、弘扬“工匠精神”、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情况
介绍。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要发展，明确目
标和路径很重要。 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发展、新旧动能
转换，是我们能否过坎的关键。要坚持把发展
基点放在创新上，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大力培育创
新优势企业，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
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离开浪潮集团， 习近平乘车前往济南市章
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考察。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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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6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考察。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基地，冒雨察看海洋工程设备建设场地，并同现场的工人们亲切握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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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6月14日， 全省优化发展环境现场推

进会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举行。 会议的主
题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
发展环境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引导全省
上下集中精力优环境 、抓产业 、促发展 ，
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年 ”，并通过现场观
摩 ，互学互鉴 、比学赶超 ，把全省优化发
展环境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江华地处湖南最南端， 位于湘粤桂
三省（区）交会处 ，是一个集 “老 、少 、边 、
穷 、库 ”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 。人们或
许会问，一个如此高规格的全省性会议，
为何会来到这个欠发达县召开？ 细究一
番，就能明白主办者的深意。

近年来，江华以优化大环境、发展大
产业为切入点和着力点， 大力实施产业
兴县战略， 迅速打开了赶超崛起的新局
面。这几年，江华引进规模企业64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10家，成功创建出“百亿园
区”，形成了一大批新三板企业“集群式”
落地、“抱团式” 入驻、“联盟式” 发展的
“江华现象”， 创造出150天时间实现项目
引进投产的 “江华速度 ”。江华服务企业
的软实力，变为了经济发展的硬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投资环境就像
空气， 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 江华的崛起绝非偶然。首
先，江华对营商环境重要性有着比其他地方更深的认识，自觉把
它当作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细。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贺佳
通讯员 唐建国）今天，全省优化发展环
境现场推进会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
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优化发展环境事
关长远竞争力， 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
要下更大力气、用更实举措，推动全省
发展环境大优化、大提升，为促进产业
项目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让湖湘大地成为投资创业的福地。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讲话。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
会议，省领导傅奎、黄兰香、胡衡华、
谢建辉、刘莲玉、叶红专、陈飞、彭国甫、
张健、易鹏飞出席。

为了开好这次现场推进会，杜家毫、
许达哲会前率省直有关部门以及各市
州、县市区、高新区、经开区、综保区主

要负责人实地考察了江华的部分企业
和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 了解这一集
“老、少、边、穷、库”于一体的国家级贫
困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发展环
境、 促进产业项目建设的好经验好做
法。通过现场观摩，让大家自加压力、互
学互鉴、比学赶超。

会上，杜家毫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
省各地各部门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年”、 优化提升发展环境等方面取得的
明显成效和成功经验。他说，优化发展
环境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干部担当
作为，就是最好的发展环境。要以干部
作风转变引领发展环境优化提升，突出
正向激励，把优化发展环境、推动产业
发展作为发现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完
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闯敢
试、埋头苦干、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

劲；注重增强干部“善为”“会为”的能
力，着力提升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
务效果，坚持依法依规办事、诚信办事，
做到不越底线与红线，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

杜家毫指出，实施“五大开放行动”
的过程， 就是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的过
程。要将实施“五大开放行动”摆上重要
位置， 真正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谋发
展、促开放上来，立足自身优势特色，明
确工作抓手，加强督查考核，突出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不折不扣地
执行决策、实施政策，决不能让好的政
策措施在实施层面“卡壳”、在最后一公
里“搁浅”。

杜家毫指出， 要按照新发展理念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引导全省各级千
方百计谋产业、抓产业、兴产业。保持

定力抓产业，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定力和抓城市建
设的劲头，沉下心来、咬住不放、久久
为功，把产业这个基础抓紧抓好。精准
高效抓产业， 做好承接产业转移这篇
大文章，大力发展符合发展大势、有市
场、 有效益、 能促进就业和富民的产
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坚持精准定位、精致招商、精细
服务、精确投入，把有限的政策、资金、
人才聚焦到核心产业、 核心企业和核
心研发上，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
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对接，形成产
业集群。突出实效抓产业，对照年初确
定的“五个100”项目进行分析调度，一
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看进度、查问题、定
措施、保落地。

荩荩（下转2版②）

杜家毫在全省优化发展环境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集中精力优环境抓产业促发展
让湖湘大地成为投资创业的福地

许达哲讲话 李微微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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