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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工委区委和专家学者宣讲团到泊里镇、
大场镇、
古镇口核心区宣讲五中全会精神

燃烧激情 担当作为 先行先试
□本报记者 丁霞 张希文 李宛遥
近日，
工委区委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全区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家
学者宣讲团分别到泊里镇、大场镇和
古镇口核心区宣讲。
工委区委宣讲团成员、工委组织
部副部长张大鹏到泊里镇作了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该
镇党政领导成员，镇直机关、事业单
位党员干部，各网格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支部书记和规上企业负责人，
参加
了报告会。张大鹏紧密结合泊里镇
实际，
在推动全会精神在泊里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宣讲和深
入解读。
“听了宣讲团的宣讲报告，我们
深受启发，
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又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会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全会精神，鼓
足干劲，发扬真抓实干的精神，为泊
里新港城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泊
里镇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
按照工委（区委）一届八
次全会部署要求，打开解放思想“总
开关”，
打好开放发展“组合拳”，
练好
双招双引“硬功夫”，打造营商环境

“强磁场”，
在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宏大
格 局 中 体 现 泊 里 担 当 、展 现 泊 里
作为。
在大场镇，工委区委宣讲团成
员、工委党校副校长、区社会主义学
院院长杜锡刚紧扣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主题，
结合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
和基层工作实际，从“我国进入新发
展阶段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
“2035
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四个方面，
全面
细致地解读了五中全会召开的重大
意义、基本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
观点深刻、内容丰富，
既有深入浅
出的理论阐述，
又有实践层面的对策
思考。
大场镇全体党政成员、机关干
部，各新村党委书记和网格党支部书
记共200余人聆听报告。与会人员纷
纷表示，
这次宣讲接地气、有温度，传
递了党的声音，
又为将来描绘了更加
美好的前景，
在接下来工作中一定会
坚定自信、乘势而上、担当实干，
在实
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一
步，大场镇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用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向全镇干部

群众讲好全会精神，打通理论惠民
“最后一公里”，
让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在古镇口核心区，区专家学者
宣讲团成员、工委党校党史党建教
研室主任、高级讲师孙桂华深入系
统地解读了“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
情况和框架结构、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的成就、2035年远景目
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部署、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外部环境和政治保证
等内容。
“此次宣讲会对我们深刻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古镇
口核心区发展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科
科长薛婷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五中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政治任务，
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将全会精神贯彻到建设发
展全过程、各方面，
燃烧激情、担当作
为、先行先试，高标准、高质量、高效
率推进党的建设、靠前保障、规划建
设、项目引建、科技创新等各项工作，
坚决打赢融合发展攻势攻坚战，
创出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努力
在当好融合发展“试验田”中实现更
大作为。

90名小工匠
国赛展风采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近日，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改革试点赛（中职组）分布式光伏
系统的装调与运维”赛项在西海岸新区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30支代表队90名选手同台角逐、
切磋技能，体现了当代中职生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此次赛事的成功
举办为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产
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建设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高地注入了新的动能。图为选
手相互配合、
沉着应赛。

□记者 宋迎迎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佟海燕来到泊里镇，调研基层
人大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佟海燕首先来到泊里镇“代表之
家”，
听取了镇人大工作情况的汇报，
并实地查看了代表工作站运行情况。
佟海燕指出，要认真落实“三联
系”制度，深入开展“听民意、解 民
忧、暖民心”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
丰富和拓展代表活动载体，着力提
高代表履职能力，激励代表“燃烧激
情、建功新区”。
调研组还实地察看了董梁高速
建设现场。

区政协常委会议召开
杨东亮出席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区政协二届十
四次常委会议召开。区政协主席杨
东亮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全国和省、市政协常委
会议和工委（区委）一届八次全体会
议等精神，
听取了关于区政协二届四
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政协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要把助力编制、实施
好 新 区“十 四 五”规 划 作 为 履 职 重
点，发挥好政协委员作为专业人才、
专业行家等“专”的优势，不断提高
建言水平和履职质量。要继续抓好
提案跟踪督办，认真总结提案工作
经验，提前抓好提案征集工作。要
紧紧围绕工委重点工作，积极探索
创新政协履职方式，主动服务发展、
参与发展、融入发展，为实现推动国
际化新区建设一年全面起势、三年
基本成势、五年基本建成的目标贡
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中国磷复肥工业
展览会新区落幕

橡胶G10产业峰会在青岛自贸片区召开

推动大宗商品产业数字化发展
□记者 刘腾
通讯员 宋磊 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为推动青岛自贸
片区大宗商品贸易数字化产业的发
展，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管委会与中
储京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围绕持续
推动区域贸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联合
举办了橡胶G10产业峰会。
会议邀请了上期资本、杭实集团、
中哲物产等橡胶大宗商品贸易行业重点
企业的60多名企业家代表参加，
并与参
会的建信期货、宁波中基、物产中大物
流、
中泰大佑等企业进行了深入对接。
据悉，随着供给侧改革、
“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以及“互联网+”行动计划
的持续推进，大宗商品交易正在向规

佟海燕调研基层人大
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

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转型。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也为大宗商品交易数字
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山东港口青岛港作为我国大宗商
品进出口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进口的
大宗商品品类覆盖了橡胶、棉花等绝
大多数大宗原材料，是全国最大的橡
胶进口口岸。青岛自贸片区利用山东
港口青岛港大宗商品物流方面的资源
优势，在发展大宗商品贸易数字化产
业方面已经拥有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除了中储京科旗下的“货兑宝”平台以
外，青岛自贸片区还搭建了多层次大
宗商品交易平台、海尔卡奥斯工业互
联网平台、国际食品工业互联网平台

等一系列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促进
了产业和数字化的结合，将为青岛自
贸片区实现“航贸金”耦合发展夯实
基础。
下一步，青岛自贸片区将利用自
贸试验区的各项叠加优势，集聚更多
的企业、资本、人才和技术，促进链条
式发展，不断引进平台项目，为开拓
“产业互联网”模式奠定基础。同时为
构建大宗商品期、现货交割、现货金融
发展生态圈提供先行先试经验，打好
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攻势，促
进“航贸金”融合发展，为青岛市建设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构建“东
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新格
局、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增添力量。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11月29日讯 今天，2020
中国磷复肥工业展览会暨第二十一
届国产高浓度磷复肥产销会在新区
青岛世博城落幕。为期3天的展会，
共有240余家企业参展，汇聚了国内
外领先的肥料企业、产品和装备，成
为了行业形象展示的窗口和行业发
展趋势的风向标。
本届展会设置展位数量1000余
个，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同期召开五个专题分论坛，专
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市
场发展建言献策，
共话行业未来。
（上接第一版）投资意向涵盖科创、
5G传媒、生态环保等领域，符合当
下新经济新业态应用场景落地的
趋势，也将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
当天，市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
一届三次理事会议同步召开，并聘
任司法、文化、金融、医疗等领域专
家为商会专家顾问。活动后，50余
位女企业家参观了西海岸新区规划
展览馆和青岛日本“国际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