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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雄 王

金虎报道：近日，山东烟台交
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成绩单，
概括起来是“一升一降”：今
年上半年，烟台规模以上工业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7897 亿
元，居全省第一；万元 GDP
能耗降低 3.75%，规模以上工
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降低 6%。

面对工业经济整体下行压
力加大的局面，近年来烟台积
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换挡提
速、逆势发力，原本高新技术
产业倚仗电子信息“一枝独
秀”的局面得以改变，“群雄
竞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
工业经济挺起的“脊梁”。

在龙口，记者采访南山轻
合金公司铝箔厂，在展厅里看
到厚度只有 0.0055 毫米的铝
箔，拿到手上几乎感觉不出
分量。有小有大，南山集团的
超大截面工业铝型材、丛林集
团的 380KM 动车组及轨道交
通车体型材等高端产品，也以
优秀的品质和低能耗铝型材加
工技术赢得广泛赞誉。

在烟台，“万华”是一个
保持动态姿势并具有符号意义
的名字。从万华合成革到万华
聚氨酯、万华实业，再到万华
化学，曾经一个引进生产线数
年不达产的企业，如今已成长
为能与国际行业巨头“掰手
腕”的跨国企业。在万华烟台
工业园，记者看到紧张而热烈
的建设场面，一个千亿元级的
新材料产业集群，将在它的带
动下崛起。

在烟台持续推进工业经
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一批
企业把发展的目光瞄准世界
产业发展前沿，要在国际领

先的平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在“2014 北京国际石油展”
上，作为烟台高端装备制造业新秀，杰瑞股份发布了世
界首台 4500 水马力压裂车，它是目前全球单机最大功
率压裂车。这不仅是烟台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进程的重
要里程碑，也宣告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
拥有涡轮压裂装备的国家。烟台中集来福士作为海工装
备企业，自主建造了我国第一个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打破了发达国家对高端海工产品的技术垄断。以杰瑞和
中集来福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工装备制造企业，为烟台
这一新兴产业发展打上了深深的蓝色烙印。烟台高端装
备制造业，正昂首迈进世界“海工俱乐部”。

烟台一批优质高科技项目更呈现“千帆竞发”局面，
从无到有，再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支柱产业，由此形成了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5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且在走向规模
化的进程中完成着产业布局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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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工业瞄准国际高端
改革发展新景象

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年 7 月，我有幸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

团志愿者，在陕西省富平县开展了一年的支教扶贫工作。

这也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我和祖国共成长。去年冬天，我随当地团委去山区

给三尺小学的孩子们送衣物。学校条件不好，只有 15 名

学生和几名年长的老师，而孩子们大多都是留守儿童。

校长在交谈中动情地对我说，“虽然这里生活条件很艰

苦，但就是为这十几个孩子，我们也一定要把学校坚持

办下去！”

我被这句话感动了，也更加坚定了支教的决心。我要

用自己的点滴努力，改变山区的面貌。支教期间，我不仅

有机会为孩子们上课，也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为富平团县

委开通了新媒体平台，并负责其运营工作。我还为当地的

志愿者开展专题培训，为留守儿童开展“七彩课堂”等主

题活动，把自己知道的新鲜有趣的信息及时告诉他们，慢

慢地，我发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自信。

正因为有着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去边远山区服务

基层，才加快了这些地区实现今天这令人惊喜的变化。这

些变化也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奔赴边远山区支教，为祖国的

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整理）

西北大学支教志愿者张乐——

服务基层 青春无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勾勒出国家层

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回答了我们

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

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

聚焦这“三个层面”，在坚守正确价值

追 求 中 凝 聚 全 民 族 团 结 奋 进 的 强 大

力量。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

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国家长治久

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面对

新时期多元思想不断交流交锋交融，越

是众声喧哗、纷繁复杂，越要坚定自信，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的

“压舱石”、价值的“定盘星”。倡导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

个倡导”对应“三个层面”，把涉及国家、

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继承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

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可谓大势所

趋、正当其时，因而也在全社会激发起强

烈的共鸣。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

面的价值目标。神州百年，沧海横流，

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中华民族从苦

难走向辉煌。历经岁月长河，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结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

全部奋斗。我们这一代人，理应接过历

史的接力棒，自觉承续中华传统文化精

髓，不断汲取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精

神力量，增强对国家层面价值的认同度

和践行力，追求矢志不移的强国梦想。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

面的价值取向。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

会领域的利益纠葛、无序竞争、行为失

范等问题日益凸显；教育公平、就业公

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用正确价值取向引领思

潮、凝聚共识，拿出“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改革勇气，突破利益固化的藩

篱，消除体制机制的积弊，推进法治中

国建设，为建立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

现代社会创造更好的制度土壤，把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的阳光洒向每个角落，让

社会活力竞相迸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

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深化改革重任在

肩，民族复兴曙光在前，每个公民都应

从自己做起，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人生之舵，为事业的进步、国家的

前行贡献力量。要通过广泛开展向道德

模范学习活动，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诚信教育、勤劳节俭教育，引导人

们从身边做起，多办举手之劳的好事，

多办惠及他人的实事；在公共场所、网

上交流等各方面都做到遵德守礼、遵规

守法；提升文明旅游素质，以实际行动

维护文明中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

广大党员干部更应牢记党的宗旨，做社

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引领者，以优良

党风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

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活动，融

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区分层次、突出重点，涓流汇海、积

土成山，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取

得实际效果。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评论

聚焦三个层面 坚守价值追求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 （记者孙

铁翔） 国务院新闻办 5 日发表《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全面
介绍了兵团的历史和发展状况。白皮书
说，60 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白手起
家，艰苦奋斗，忠实履行着国家赋予的屯
垦戍边的光荣使命，为推动新疆发展、增
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
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白皮书全文约 7800 字，从建立与
发展、职责与体制、开发与建设、维稳
戍边与促进民族团结四个方面介绍了兵

团的历史和发展状况。
白皮书说，60年来，兵团以屯垦戍

边为使命，遵循“不与民争利”的原
则，在天山南北的戈壁荒漠和人烟稀
少、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开荒造田，
建成了一个个农牧团场，逐步建立起涵
盖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钢铁、煤炭、
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等门类的工业
体系，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
社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在职责与体制方面，白皮书指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
的屯垦戍边职责，实行党政军企合一体
制，是在自己所辖垦区内，依照国家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
管理内部行政、司法事务，在国家实行
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受中央政府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

白皮书还指出，兵团的经济建设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兵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适应市场
经济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

式，大力推进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建设，着力保护生态环境，改
善民生，促进就业，提高公共服务和社
会保障水平，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白皮书强调，多年来，兵团坚持亦兵
亦民、劳武结合、兵民合一，拥有一支数
量足够、素质较高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兵
团武警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与军
队、武警和各族群众建立起边境安全联
防体系，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
定、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中发挥出特
殊作用。 （白皮书全文见三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发表

本报北京 10 月 5 日讯 记者张忱报
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今天发布消
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强
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
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
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
增长。

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金
融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基本稳定，但形
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国际经济形势
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美国
经济的积极迹象较多，欧元区再次加大
货币政策宽松力度，部分新兴经济体实
体经济仍面临较多困难。

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强调，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最新动向和
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
结构；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
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
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的基本稳定。

央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本报北京 10 月 5 日讯 记者郑彬

从国家旅游局获悉：“十一”黄金周第
五天，全国主要旅游景区总体保持平稳
运行格局，124 个直报景区游客接待
量、门票收入微幅波动。预计 6 日至 7
日将出现旅游返程高峰。

当日全国旅游市场平稳运行，自驾
游、家庭游、乡村游、民俗游和城市休闲
游受到游客喜爱，近程、散客出行比例进
一步上升。截至 17 时，全国纳入监测的
124个直报景区共接待游客 506.61万人
次，同比增长 3.2%；门票收入 26625.89
万元，同比下降 0.92%。

据预计，6 日至 7 日，各大机场将逐
步迎来返程高峰。目前三亚前往武汉、
沈阳、广州、长春、深圳，迪庆前往重庆，
大理前往广州、重庆，银川前往沈阳的机
票基本售罄。

左图 几名游客在青海湖边拍照留

念。 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全国景区接待平稳
旅游返程高峰在即

本报北京 10 月 5 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十一”黄金周 5 天来，全国道
路、水路各项运输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全国公路交通流量仍以各大城市出城方
向为主，返程交通流量逐步增多。道路
运输方面，5 天来共运送旅客 4.5 亿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4.5%。铁路运输
安全平稳有序。10 月 5 日，全国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 910万人次左右。

道路运送旅客已达 4.5 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