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青岛地区天气预报 天气：多云 风向：南 风力：3到4级 最高气温：13℃ 最低气温：8℃ 青岛气象台提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7- 0 0 29 总第 26515号
农历壬寅年十月三十

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创刊于1949年12月10日Qingdao Daily 高端 主流 权威 亲民

客户端:青岛观 客户端:观海新闻

青岛日报社出版 青报网：www.dailyqd.com 新闻热线：82863300 广告合作热线：66988527 今日八版

新华全媒头条

■三版

■五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 月 21 日 16 时
许，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
灾。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8人死亡、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河南等地
接连发生火灾等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教训十分深刻！要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
好家属安抚、善后等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

追究责任。临近年终岁尾，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
作任务较重，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
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已
派出工作组赶赴河南指导救援工作，河南省有关
负责同志在现场指挥处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
救治和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印尼遭受地震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印尼遭受地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在佐科总统和印
尼政府领导下，灾区民众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
言人徐伟 22日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印尼地震造成的严重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与印尼方保持沟通，愿向灾民提供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为灾区重建提供支持和帮助。

新华社雅加达11月22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
22日公布的最新消息，印尼西爪哇省21日发生的5.6级地震已
致268人死亡。

消息说，地震发生后，超过5.8万人被迫离家避难，仍有151
人处于失踪状态，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印尼总统佐科22日前往
震中展玉地区，表示政府将提供资金，用以重建被损毁房屋。

就印尼遭受地震灾害

习近平向佐科致慰问电
国合署发言人：中方愿向印尼提供紧急救灾援助

茶香氤氲。11月20日上午9点半，位于李沧
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幸福街上的“喫茶去”
茶馆里，居民们正三五人围坐一桌，喝茶聊天，欢
笑声不时从各处传来。

“这里环境好、茶好，老人在这里免费喝茶，
还能和老伙伴们一起聊天，我们都喜欢来这个茶
馆。”75岁的李清华老人，边和记者聊着天，边给
记者倒上一杯茶。在这个茶馆，社区 60 岁以上
的老人喝茶不花钱，绿茶、红茶随便挑，是深受社
区居民追捧的“公共空间”。

“我经营茶室已经二十多年了，社区有经营
茶馆的需要，我就回来了。与市面上多定位为典
雅、安静的茶室不同，我们走的是‘接地气’的风
格。”茶馆负责人刘霞说，茶馆自开业以来，每天
都客满，一天平均接待三四百人次，平均每天用
掉约三斤茶叶、十大桶矿泉水。

“接地气”的风格，源于社区对茶室“平台”和
“公共空间”的设定——这个茶馆既是社区居民
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践行基层民主的重要平
台。“我们为社区居民搭建一个公共空间，在这

里，居民们可以沟通交流、畅所欲言，形成一定基
础后，我们就继续放大平台群策群议、群众自治
的功能，从而实现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我教育、自我监督，共同推进社区发展。”上流佳
苑社区党委书记李存业告诉记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
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
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
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
督的实效。

蹲点社区，让记者真切感受到了二十大精神
的社区实践。

“奶奶，对咱们社区发展，再给我们提提要求
吧。”在位于茶馆进门左手边的茶桌，上流佳苑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臧文娟和社区副主任
李仁杰参与到姜美香老人和4位老姐妹的“茶水
局”中，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咱们社区给我们老人的福利这么好，平日
里喝茶、吃饭、看病都给包了，哪还有啥要求，

（下转第五版）

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搭建平台促基层民主焕发活力

茶馆里的“故事会”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见习记者 周亚娆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薛华飞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下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赵豪志主持召开市政
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1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等有关重要讲话、重要致辞、书面演
讲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
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意见。

赵豪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我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细则》对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明
确要求，彰显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坚强决心，体现了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的
定力和韧劲。市政府党组和全市政府系统要坚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下转第五版）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赵豪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薛华飞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赵豪志率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崂
山区部分企业走访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经济发
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
升产品质量，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调研中，赵豪志来到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
限公司、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山东）有限公司，走进企业
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研发、
市场销售、企业文化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
交流，向大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他强调，要
自觉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和发
展当中， （下转第五版）

赵豪志到崂山区企业
走访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加快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走进胶州市的青岛祥银传动有限责任公司
的技术车间，一派火热的忙碌景象映入眼帘。
从最初十几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如今近两百
人，从2条生产线扩展到如今的18条生产线，公
司营业额一步一个台阶，实现了每年30%-50%
的增长。董事长陈佑伟说：“十二年来，我深切
地感受到青岛营商环境正在日益优化，政府效
能日益提高，这让我越来越觉得，选择青岛是一
个正确的决定。”

近年来，市台港澳办始终把服务好台港澳
同胞和企业作为暖心工程，时刻关心关注台港
澳同胞企业的生产生活，建平台、优服务、化纠
纷，切实为台港澳同胞解难题、办实事、做好事，
让台港澳同胞安居乐业吃上“定心丸”。

惠企政策直达基层，助力企业
健康发展

市台港澳办认真落细落实国家和山东省出
台的各项惠台政策措施，并聚焦企业实际需要，
结合青岛实际出台了“64条措施”及实施细则、

“26条措施”办事指南、 （下转第五版）

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
切实为台港澳同胞和企业解难题、
办实事——

青岛发挥平台优势
赋能台港澳企业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资国
企改革是重要一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
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

当前，市国资委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为首
项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力
抓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
改革试验两项改革工程，国资国企为稳定我市宏
观经济大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
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比增长5.6%；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31.8%；青啤集团、国信集团、饮料集团、
海检集团、红星化工集团、市政集团、水务集团、
城发集团效益实现逆势稳步增长；各监管企业实
际上缴税费同比增长11.5%。

步入新征程，全市国资系统将准确把握党的
二十大精神实质，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
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坚持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转作风、强能力、抓落实，
系统性推动国有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力量。

主动匹配城市发展战略

项目建设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举措，也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重
要抓手。

今年以来，市国资委着眼全市发展大局，创
新机制综合施策，推动市直企业主动匹配城市发
展战略，瞄准重大产业需求、民生需求和未来发
展制高点，一批重大工程捷报频传——

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进度。青岛啤酒智
慧产业示范园 120 万千升扩建项目加紧建设，
5 万瓶装线、6万瓶装线正式投产；澳柯玛智能家
电强链产业园已进场施工，加快打造我市家电产
业强链示范基地；海湾集团24万吨/年高端聚碳
酸酯用双酚A项目已完成总体进度近80%；国信
集团 10 万吨级养殖工船“国信 1 号”交付运营，
9 月首舱鱼已起捕上市；城投集团奇瑞青岛乘用
车项目本月整车产品下线；城鑫汽车零部件产业
园利用奇瑞供应链，成功招引一批零部件企业落
户青岛。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项目取得突破。华通
集团龙山人防停车场项目成为我市停车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中首个按期投用的项目，禹城路人防
改造停车场项目也已投入使用；地铁集团辽阳路

（南京路-福州路段）主线桥工程于 8 月 23 日实
现通车；能源集团 2023 年供热季前关停市内三

区全部燃煤锅炉。
最新数据显示，市直企业在建、年底前新开

工匹配城市更新和重点产业项目共100个，其中
在建项目81个，年底前新开工项目19个，投资总
额合计4298.21亿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市委、市政府也提出聚
焦实体经济和招商引资、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
工作主线，这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市
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于剑表示，近期，市国
资委已经梳理出149个项目，纳入明年市直企业
匹配城市发展战略项目计划安排，争取为明年一
季度“开门红”打好基础、争取主动。下一步，市
国资委将加强对市直企业的调度督导。特别是
对低效片区开发、重点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事关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
投资项目， （下转第五版）

市国资委抓改革、抓项目、强创新、强党建，匹配城市发展战略，监管企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大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在上流佳苑社区的茶馆中，上流佳苑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臧文娟（前排
右一）面对面倾听社区民意，向居民介绍社
区发展情况。 张 晋 摄

喝茶谈天，是社区居民休闲习惯。上
流佳苑社区党委为居民专门设计了茶馆
这一公共空间，把居住在“楼上”的居民吸
引下来，搭建起一个氛围轻松、有效收集
社情民意的平台，是一种“接地气”的民主
形式。

茶馆、幸福街、智慧社区……蹲点社区
时，上流佳苑党委这些贴近民意的工作“巧
思”，让记者印象深刻。社区是党和政府联
系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更要深刻领
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守为
民初心、砥砺担当作为。相信顺应群众期
盼、尊重群众意愿，定会实现社区与群众的

“双向奔赴”。

一杯茶暖“民心”

碱厂片区构筑创忆空间 青钢片区打造国际文化智慧新城 青岛自贸片区中的老旧楼宇建设“闯创驿”

老厂房“吐故纳新”，低效片区加速“腾笼换鸟”

明时代之大势
行天下之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