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光磊 肖静
电话：3186761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
念。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
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
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
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
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
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
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
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
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
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
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
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
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
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
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
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
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
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
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
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
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
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
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
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
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
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
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
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
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
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
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
不是真正的民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各国人
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
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
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
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
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
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
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
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
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
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
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
主的。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
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
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
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
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
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
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
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
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
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
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
来。

习近平强调，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在党的领导
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
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保证
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
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
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
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
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
人民的声音。要完善人大的民主
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
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推进
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社
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之中。

栗战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了总结
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
度，明确提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
和主要工作，深刻回答新时代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
话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
涵，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
力量的纲领性文献。

栗战书强调，要全面、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贯彻落实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
则，确保人大各项工作都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和坚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根本方
向；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发挥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作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
展人大工作，切实做到党和国家
工作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
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
用就发挥到哪里；切实做好人大
代表工作，使发挥各级人大代表
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
现。要着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
发展，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要全面
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努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人
民群众满意的政治机关、国家权力
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
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
记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副省
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
委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会有关
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巩向舒 报道）10月12日晚，
2021赛季乒超联赛男团决赛打
响，山东魏桥·向尚运动与山东鲁
能鏖战五盘，最终以3：2取胜获得
冠军,捧起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刘国梁颁发的“龙杯”。这是山东

魏桥向尚运动继2017-2018赛季
夺冠之后再次夺得乒超联赛冠
军。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魏桥·向
尚运动球员梁靖崑也荣膺本赛季
MVP，将休斯敦世乒赛门票收入
囊中。

山东魏桥·向尚运动
再夺乒超联赛冠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张慧敏 报道）10月
14日，我市举办“资本赋能新经济”
企业上市专题培训会议，助推全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型企业
抢抓资本市场改革机遇，实现跨越
发展。全市100余家“专精特新”

“瞪羚”“小巨人”“单项冠军”等上
市后备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邀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泰证券投行部专家就“多层次资本市
场形势分析研判及创业板注册制改
革”“新环境下的企业上市形势、规则
及关注事项”进行专题培训。据了解，
我市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大突破：1家
企业通过创业板上市委审核、1家企
业交易所在审、3家企业启动上市程
序，4家企业积极谋划北交所上市。

我市举办“资本赋能新经济”
企业上市专题培训会议

2021年10月14日 单位: 万亩

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全力应对
几十年不遇强降雨对秋收秋种工作造
成的极大困难，全面落实省“三秋”工作

会议精神，精心组织、强化措施，科学调
度适用农业机械，切实抓好市场监管和
农资供应，及时做好各方面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三秋”生产进度。截至10月14
日，全市收获秋粮278.49万亩，占应收
面积56.24% 。其中玉米已收272.65

万亩，占应收面积57.36%；预计小麦
播种面积为440.59万亩，已播11.46
万亩，占比2.60%。

2021年三秋生产调度表

单位

滨城区
沾化区
邹平市
惠民县
阳信县
无棣县
博兴县
高新区
合 计

秋 收

秋粮
应收
面积

50.65
67.57
85.41
94.47
55.21
76.16
58.00
7.67

495.14

秋粮
已收
面积

30.57
26.82
53.22
55.33
35.83
42.02
31.20
3.50

278.49

%

60.36%
39.69%
62.31%
58.57%
64.90%
55.17%
53.79%
45.63%
56.24%

其 中

玉 米
应收面积
48.99
62.82
84.01
93.44
55.07
69.18
54.69
7.17

475.37

已收面积
29.71
25.88
52.62
54.90
35.78
39.56
30.70
3.5

272.65

%
60.65%
41.20%
62.64%
58.75%
64.97%
57.18%
56.13%
48.81%
57.36%

地瓜

0.01
0.03
0.09
0.03
0.0
0.23
0.00
0.00
0.39

大豆

0.30
0.91
0.47
0.40
0.05
2.23
0.50
0.00
4.86

水稻

0.50
0.00
0.00
0.00
0.0
0.00
0.00
0.00
0.50

花生

0.10
0.30
0.04
1.10
0.0
0.16
0.00
0.00
1.70

备播

深耕
深松

0.00
0.00
7.80
0.18
3.5
0.00
0.00
0.00
11.48

秸秆
还田

0.10
9.11
43.20
25.60
2.1
0.0

30.00
0.00

110.11

造墒

0.00
0.00
0.00
0.00
0.0
0.0
0.00
0.00
0.00

秋 种
小 麦

计划播种
面积

50.50
47.50
83.75
92.14
55.2
48.00
56.00
7.50

440.59

已播
面积

0.00
1.19
3.46
1.53
2.6
1.28
1.40
0.00
11.46

%

0.00%
2.51%
4.13%
1.66%
4.71%
2.67%
2.50%
0.00%
2.60%

其 中

宽幅
精播

0.00
0.00
0.00
0.00
0.3
0.00
0.00
0.00
0.30

播后
镇压

0.00
0.00
0.00
0.00
0.0
0.00
0.00
0.00
0.00

优质专用
小麦

0.00
0.00
0.00
0.00
0.0
0.00
0.00
0.00
0.00

农业农村
部门统一
调度履带
收割机作
业（台）

72
9

195
60
63
36
51
35
521

当前正值我市秋收秋种的关键
时期，但因9月中下旬以来，全市降
水较为频繁，导致目前全市大部分
田间仍水分饱和，个别地块渍涝，对
秋收秋种工作造成十分不利影响，
今年秋收秋种工作整体推迟。为指
导各地切实抓好当前秋收秋种工
作，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
家会商，印发了《做好当前秋收秋种
工作的技术意见》通知。日前，记者
就如何提高秋收秋种效率和质量，
专访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
艺师宋元瑞。

今年全市整体秋收时
间比往年推迟10天左右，应
整合资源加快晾晒与烘干

记者：今年秋收较往年推迟了多
长时间？如何提高玉米收获效率？

宋元瑞：今年秋季连续阴雨，加
大了玉米收获难度，全市整体秋收
时间比往年推迟10天左右。

为切实提高玉米收获效率和质
量，根据当前天气和田间状况，应做
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整合资源加
快晾晒与烘干。具体说，就是要对
仍有积水的地块挖沟通渠，尽最大
努力排出积水；对土壤水分严重饱
和的地块开挖沥水沟，进行渗水散
墒，加快水分蒸发，为农机提早进地
收获创造条件。在玉米收获上，要
根据成熟、倒伏情况和土壤湿度分
别采取相应措施。对已成熟的要及
时抢收，要抓住晴好天气窗口，动员
农民群众加快收获；对未成熟的，要

因时因地制宜，引导适期收获。对
土壤潮湿松软，传统轮式收获机械
无法作业的地块，要全力调集履带
式联合收获机，歇人不歇机，提高收
获效率；对机械无法进田的地块，应
组织发动人工收获，确保应收尽
收。对倒伏地块，宜选用割台长、倾
角小、分禾器尖，能够贴地作业的玉
米收获机。同时，收割时要将机收
减损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玉米收获后应尽一切可能保障
玉米品质。要积极做好晾晒、烘干
工作，防止霉变和发芽造成“二次损
失”；建议各地尽可能多地开放现有
晒场、文化广场、村委会场地、学校
空场等晾晒玉米；做好组织协调，最
大限度挖掘烘干设备生产潜能，积
极引导服务组织提供烘干、代存代
放服务。

预计10月20日后逐
渐进入小麦播种高峰，要
做到适墒播种，播期服从
墒情

记者：全市小麦大面积播种预计
从什么时候开始？如何提高播种质量？

宋元瑞：受玉米收获期推迟和田
间土壤湿度较长时间饱和影响，预计
我市从10月20日后逐渐进入小麦
播种高峰，将于10月底基本完成。

在小麦播种工作上要做到适墒
播种，坚持播期服从墒情，坚持播期
服从播种质量，应在土壤相对含水
量达70%—80%时播种，否则会因

土壤过湿造成坷垃多、不能镇压、易
烂种等问题，不要抢耕抢种。

为有效弥补今年晚播造成的不
利影响，在小麦播种时一定要科学
选种、适当增加播量、适度加大肥
量、做好秸秆处理。要在保证安全
越冬前提下，选用适当早熟的半冬
性品种；播种前要做好芽率试验，选
择对路药剂做好包衣或拌种，降低
小麦苗期病虫害发生基数。要坚持
播量服从播期，做到早播少播、晚播
多播，根据播期和品种可适当增加
播种量。因田间雨水浸泡，加快了
耕层中养分的淋融和冲失，今年秋
种要适当增加施肥量，做到氮、磷、
钾平衡施肥，适度增加磷肥，增施锌
肥、硼肥等微量元素，以促进小麦根
系发育，提高分蘖成穗率；对积水时
间长的地块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秸
秆处理不好的，播种前一定要单独
粉碎一遍秸秆，如不能有效处理秸
秆，可多旋耕1—2次；要注重精细
整地，切实提高整地质量。

我市主推宽幅精量播
种、深施肥二次镇压划锄
全幅匀播、增产节水高低
畦种植三种技术模式

记者：在小麦播种方面建议推
行哪些适宜模式？

宋元瑞：当前，我市主推宽幅精
量播种、深施肥二次镇压划锄全幅
匀播、小麦增产节水高低畦种植三
种技术模式，建议各地根据实际选

用适宜播种技术。
在我市大部分地区可采用小麦

宽幅精量播种技术。这种模式改传
统密集条播籽粒拥挤一条线为宽播
幅（8—10厘米）种子分散式粒播，
有利于种子分布均匀，减少缺苗断
垄、“疙瘩苗”现象，克服了传统条播
籽粒拥挤，争肥、争水，根少、苗弱的
生长状况。播种时，做到深度3—5
厘米，播种机行进速度每小时5公
里，可保证下种均匀、深浅一致、行
距一致、不漏播、不重播。

我市大部分地区均可采用深施
肥二次镇压划锄全幅匀播技术，尤其
对盐碱地、旱地、瘠薄地和晚播麦田
优先推荐使用。这种模式改传统条
播为全幅播种，不留行距，将苗带中
的种、苗平均分布到整个地表，充分
利用行间裸地扩大个体发育空间；通
过两次镇压密实土壤，破碎坷垃并打
破表层土毛细管，减少水分蒸腾和减
少盐分向表层聚集。使用该技术时
土壤不能太湿，要尽量整平，适期播
种不增播量，晚播适度增加播量。

井灌小畦种植区推荐采用小麦
高低畦种植技术。这种模式将传统
种植中的畦埂整平播种小麦，实现
了高低畦种植，提高土地利用率，增
加亩穗数，实现增产；利用低畦浇水
高畦渗灌，提高水流推进速度，减少
过水面积，减少灌溉用水，高畦不板
结，减少水分蒸发。小麦高低畦种
植技术，提高植株覆盖度，减少土地
裸露面积，减少杂草滋生。

分类施策抢收玉米多措并举种好小麦
——就如何提高秋收秋种效率和质量专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宋元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全力抢收秋粮 确保颗粒归仓

（上接第一版）

城校两相依——滨州
职业学院是写满故事的
“滨州孩子”

滨州职业学院，在老北镇的庄
稼地里诞生、庄户院里成长，是个纯
粹的“滨州孩子”。1956年，惠民农
业学校开始招生，惠民专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同时成立，校所合署办公；
1958年，惠民地区人民医院附设护
士学校成立，1960年学校与医院分
设，改称"山东北镇卫生学校"，1972
年滨州经济学校前身滨县北镇高中
创建，1983年，惠民地区纺织职工
中等专业学校成立……走过半个多
世纪，这些滨州土地上燃起的职业
教育火种，在2001年汇聚成熊熊烈
火，滨州职业学院组建成立，阔步迈
出新世纪的新气象。

“孟母三迁”，几经变迁的校址、
光影斑驳的老照片，都在诉说着这
座城给予学校的滋养，也讲述着学
校对这座城的依恋。

看极简版的办学阶段，正是这
座城二十年来的铿锵步伐——

“被确定为山东省骨干示范性
职业院校，实现从中职教育向高职
教育的转变，从分散办学向集中办
学转变”；

“通过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实
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的重大转变”；

“以优秀成绩通过国家骨干校验
收，跻身全国高职院校第一方阵”；

“入围全国200所优质高职院
校行列，实现从科学追赶到创新引
领的历史跨越”……

走进校史馆，可以看到，滨州
DNA 深刻在学校的知识谱系上
——兵圣文化赋能的“智者智城”、

“团结、务实、开拓、拼搏”的黄河精
神、“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
局、无私奉献”老渤海精神等滨州人
文禀赋，在该校不是口号和概念，而
是体现在一个个荣休的老教师身上
以及一门门鲜活的课程、一项项富
有创意的课题、一册册接地气的校

本教材上！
譬如，赵春海博士连续三年

（2015至2017年）获山东省高等学
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主持的科技
项目“超临界萃取碱蓬黄酮类物质
新工艺”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
平。更不用说，绝大部分毕业生留
滨工作，其中许多已成为“滨州工
匠”和创业达人。

可以说，作为我市唯一一所全
日制综合性公办高职院校、首批国
家骨干高职院校、全国优质高职院
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
单位，滨州职业学院写满了滨州的

“城市年轮”！

人才新动能——聚焦
“双型”城市建设，论文写
在滨州大地上

数十年来，几代人接力耕耘，职
业教育已经成为闪亮的滨州名片。
目前，我市正在打造全国一流、全省
领先的职业教育发展“滨州样板”。

职业教育要根据社会、企业人
才需求，定制化、精准化培养人才。
今天，续写城校相依的新篇章，一个
主题就是重构职业教育，培育人才
新动能，助力“双型”城市建设。那
么，滨州职业学院是怎么做的？

近年，该校主要从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体系的横向重构、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的纵向重构和支持保障
体系重构三方面入手，在加快形成
完整的技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培养一大批多层次多规格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方位服务
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

跳出滨州，赋能滨州。该校汇
聚优势产业资源，建立完善行业产
业联盟（组织），成立学院理事会、二
级学院董（理）事会，与省海洋与渔
业厅共建海洋学院，与省知识产权
局、市科技局共建知识产权学院，牵
头成立并实体运行中国护理职教联
盟、全国现代生活服务业产教融合
联盟、全国高端铝智能制造产教联
盟等联盟、集团，校企共建中德合心

国际交流学院、兴洋海事学院、中兴
协力ICT产业学院、中裕产业学院
等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搭建起了
政行企校命运共同体。

该校率先开展“学历证书+若
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在
关键领域，针对建筑信息模型
（BIM）、Web前端开发、智能新能
源汽车等6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在8个专业领域开展“1+X”制度试
点，将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目前，“1+X”证书
制度专业覆盖率已达60%以上。

同时，引入高端智力和高端成
果，校政校地共建中小微企业创新
服务平台、大学科技园，校企共建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围绕
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问
题开展协同创新。

2020年，该校牵头成立环渤海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联盟，与市工信
局共建中小微企业创新服务平台，
对接联系63家中小微企业，解决生
产技术难题。申请专利13项，转化
专利2项，立项课题42项，获市级
及以上科研成果奖39项，1个项目
获山东省高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今年以来，获批2项山东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组织横向课
题研发6项，获批市发改委市重点
实验室3个。开展社区教育工作，
建设1所社区学院，建设2门社区
教育优秀课程。完成创业培训
1168人，完成技能培训（含体育技
能培训）2683人，申报14个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培训工种并开展专项职
业能力培训1084人，培训合格率
99.5%。完成社会培训25.86万人
日（其中“三农”培训390人日）。

助力博兴县庞家镇乡村振兴研究
与实践，得到各界充分肯定，《半月谈》、
新华社客户端报道，被列为滨州市改革
案例，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样板。

阔步升本路——建成
职业技术大学，为国家和

区域现代化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构建作出更大
贡献

根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
持筹建滨州职业技术大学的意见》，
滨州职业学院“升本”工作，指导思
想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地
共生，建成职业技术大学，为国家和
区域现代化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根据意见，以市委、市政府名义
成立滨州职业技术大学筹建领导小
组，并将筹建滨州职业技术大学列
入市委、市政府重要议事日程，领导
小组综合协调滨州职业技术大学的
筹建、规划、申报等工作，广泛动员
和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学校建设
发展。

具体来说，《意见》要求，加大高
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支持拓展办学
空间、支持提高办学水平、加大经费
支持力度、营造良好服务环境。譬
如，全力保障筹建滨州职业技术大
学编制需求，支持学校通过与企业
联合建设研发平台等方式，实现高
层次人才共享共用，充分发挥其最
大效用。采取“一事一议”“一人一
策”办法，支持学校引进博士等高层
次人才。可以说，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该项工作，拿出了“真金白银”
来助推这个“滨州孩子”长大成人！

看进度——2020 年，受教育
部、省教育厅委托，滨州职业学院制
定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设置标
准、专业设置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
参与起草了山东省本科职业教育试
点文件，申报30个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专业，并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制
订，全力做好一贯制职教本科试点
准备工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滨州一定能
够早日迎来这座“崭新”的本科高
校，“新滨职”也必将成为“双型”城
市建设中更有力的智力支撑。

滨州职业学院：

论文写在大地上 争做“双型”城市建设排头兵

截至10 月14日，全市收获秋粮278.49万亩，占应收面积5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