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讯 根据省委安排，近日，省委组织部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做好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精
神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关于做好我省出
席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我省出席党的
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工作作出部署。省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晓兵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做好我省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
人选推荐提名工作，是选举好我省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的
基础和前提，是履行党章的生动实践。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共产党员，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
一步明确肩负的重要责任，认真负责地做好代表候选人初
步人选推荐提名工作。

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履行党章这个根本，突出发扬
民主这个关键，围绕选好选优这个目的，确保推荐出符合
中央和省委要求、广大党员拥护的代表人选。要严格坚持
标准条件，真正把那些政治立场坚定、品德作风优良、工
作业绩突出、党员群众公认的党员推荐为代表人选，确保
代表的政治先进性。要严格把握结构比例,保持好代表人
选的合理分布，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名额，较
大幅度提高工人党员代表比例，确保代表的党员代表性。
要严格落实民主要求，进一步拓宽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渠
道，使每名党员在代表人选推荐提名中，都能够自主充分
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体现自己的意志，确保党员参与的广
泛性。要严格遵循程序规定，保证所有代表人选都来自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提名，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王洪涛

64年前，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著名
的孟良崮战役在沂蒙老区打响。64年后的今
天，为了让老区群众更多更好地分享改革发
展成果，临沂市把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作为
“十二五”开局之年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攻坚克难，强力
推进，打响了推动县域经济科学跨越的“新
孟良崮战役”。

“鲜花与掌声”下的冷思考

作为我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临
沂近几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综合实力上了新台阶，在城市建设、
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然而，临沂

的决策者并没有为“鲜花和掌声”所陶醉，他
们的目光早已瞄向主城区外——— 由于历史原
因，临沂所辖9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尚
未根本改变，县域经济薄弱成为制约全市科
学发展跨越发展、制约富民强市建设的短板。

市委书记张少军对此十分清醒，他说：
“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加快改变老区面
貌，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重托，是千万
沂蒙人民的热切期盼，我们别无选择，必须
打赢这场新的孟良崮战役。”而市长张务锋
的最大感受是“形势逼人，倍感压力”，他
说，差距蕴育潜力，要抓住享受国家中部政
策的机遇，把“短板”作为跳板，突破阻碍
老区向上跃升的“天花板”。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把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
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提出明确任务目标，力
争全市县域经济“增速高于全省、质量好于
往年、优势产业继续领先”，努力实现“三
年倍增计划”(各县区地方财政收入争取三年
翻一番、多数县区五年翻两番)，“十二五”
期间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8个县地方
财政收入过15亿元、3个县进入全省县域经济

30强。培植“百亿级”企业20家、“千亿
级”产业5个。

把口袋里的生产力全掏出来

12月13日，记者在地处沂南县的山东同
方鲁颖电子公司看到，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
的新型微波天线材料实现批量生产，靠这项
新技术，这家企业从市里获得第一笔400万元
扶持贷款贴息。

同方鲁颖公司获补贴，得益于临沂为实
现“县域经济倍增”打出的一系列“组合
拳”，包括推动改革扩权、加大财政扶持、
改善金融服务、缓解用地制约等十项“含金
量”很高的政策措施。在加大财政扶持方
面，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市财政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2亿元，用于对县区工业大项
目建设、“四新一高”项目(新能源、新材
料、新信息、新医药及生物、高端装备制造)
和产业集群技术平台建设等进行重点扶持。
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增加到15亿元，
发挥政府投资的“发酵剂”和“指挥棒”作
用。设立市级优先发展重点镇专项资金，每
年每个重点镇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以贷

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用于扶持重点镇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改进
金融服务方面，规定县(区)金融分支机构可
用资金的80%以上用于支持县域经济。

在临沂广播电视媒体上，有一个老百姓
认为很“牛”的栏目，市领导和政府部门一
把手都要轮流到这里“坐班”“当值”，它
就是迄今连续开播12年的“行风热线”。4月
2日，市委书记张少军走进行风热线直播间，
一位来自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负责人
向他反映，临沂投资环境、行政审批等事项
与沿海地区相比，仍有不足之处，审批事
项、收费项目较多，希望深化行政审批改
革，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这件事直接促成了全市优化发展环境
大讨论，促使各级各部门“把口袋里的生
产力全都掏出来”。与大讨论同时，在
市、县区直部门之间开展比服务意识看服
务态度、比服务作风看工作效率、比服务
水平看办事效率、比服务质量看企业评价
结果“四比四看”活动。进一步清理精简
审批收费项目，减少环节，提高效能，立
说立行、马上就办，建立全市重点项目联
审联批协调推进机制。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孙 巍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10月29日早，平日里寂静的大董家村办
公室突然热闹起来。41岁的王代宜不到8点就
来了，本以为来得挺早，可到会议室一看，
六七十人的会场已经挤得满满的，男人们抽
着烟，女人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

“我在村建筑公司干大工，一天挣小二
百。不过，今天的会必须参加。”王代宜一
脸郑重。

8点40分，村支书兼主任徐伟宣布开会：
今天是我们村的“三晒日”，首先让村会计

张锋把上个月咱村的收支情况向大家详细汇
报一下。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个月咱村共收入398738 . 03元，支出

387195元。”张锋先报了一个大数，接着分
明细，一张单据一张单据地念，“购支票工
本费，发票一张， 4 0元；交居民水电费
4063 . 26元，单据一张；砌村东围墙人工机械
费33782元，单据一张……”

在张锋念单据的同时，街道驻村干部和
一名村民代表坐在旁边监督着。159张单据一
一念完，近半个小时，大家默不作声。在农
村开会，这样的场景真不多见。

“晒”完了村里的财务账单，徐伟又把
村里这一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下个月“村
两委”准备做的一些工作作了介绍：旧村改
造安置楼第一期工程共8栋楼11月下旬全部竣
工，第二批7栋楼房主体也将建成，近期将分
配选号；村东大锯院的39 . 7亩土地正在办理
国有土地征收手续，变更用地性质；村里又
接收了两名大学生党员……

接着，“村两委”其他三位成员介绍了
各自分管工作的进展情况。

到了村民代表和党员发言的时间了。
“我讲几点意见。”一位村民站起来说，
“对‘三晒’这件事，我很满意。村里的开

支都是咱老百姓的钱，每个月钱是怎么花
的，一项一项讲明白了，哪项合适，哪项不
合适，村民听清楚了，心里才亮堂。但光念
不行，要印张纸发下来，事先让大伙看
看。”

徐伟解释说，这是第一次搞，准备不周
到，下次印。

“楼房工程发包是怎么搞的，装修材料
定价的依据是什么？”另一位村民代表快人
快语。

“都是公开招投标，防盗门从12家投标
公司中选了2家，坐便器6家公司投标，低价
的中标……” （下转第二版）

全国“清网行动”抓获

AB通缉令在逃人员190人
抓获涉嫌故意杀人在逃人员1 . 2万，

潜逃10年以上在逃人员2 . 3万……

 埃及开罗示威冲突造成8人死亡

4
汶上一元“校车”

赔本也要跑下去
村里学生乘坐一次花一元钱，其他

乘客收取3—5元……

 “爱心大白菜”免费赠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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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只是民主的开始”
——— 日照开发区“三晒”创新基层社会管理

我省部署出席
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
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工作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7日讯 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项目日前

完成谈判签约，世行贷款已全部到位，项目进入全面实施
阶段，预计5年建成。这是记者今天从省中华文化标志城
规划建设委员会了解到的。

我省于2009年申报了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利用世行贷
款项目，迅速通过评估，并于今年5月份完成谈判签约。
该项目包括编制《曲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曲阜
明故城修建性详细规划》，曲阜尼山、鲁故城、明故城文
化遗产和古建筑保护，泗河拦蓄引水工程，因利河治理项
目，“三孟”文化遗产保护，孔孟文化数字信息系统等工程。

项目总投资8 . 73亿元，其中利用世行贷款50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 . 3亿元，国内配套资金5 . 4亿元，建设期5年，贷
款期限21年，年息0 . 94%。2011年计划开工项目15个，计划完
成投资7001万元，目前15个项目已全部启动，进展顺利。

孔孟文化遗产地
保护项目预计5年建成

打响“新孟良崮战役”
——— 临沂市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届泰山文艺奖

文学新人辈出
只看作品不看人，英雄不问出处，

泰山文艺奖看的是作品的实力……

 科比妻子瓦妮莎提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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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 欣 报道
本报青岛12月17日讯 今天上午，青岛最大的棚户区

改造安置项目——— 铁路青岛新客站居民安置区在李沧区奠
基。该项目占地约38 . 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93 . 5万平
方米，涉及拆迁安置居民近7000户。

该居民安置区用于安置铁路青岛新客站周边区域棚户
区搬迁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原国棉六厂、国棉九厂退休
职工及其家属，原居住面积在45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达
2700余户。而且原住房多数为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房屋，
属于典型的棚户区。安置区距铁路青岛新客站约1000米，
公共配套及商业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学校、
体育中心、文化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医疗卫生服务中
心、养老院、购物中心、商业街和大型农贸市场等。整个
安置项目总投资约60亿元，居民将于2014年3月回迁。

青岛最大棚户区
改造安置项目奠基
总建筑面积约93 . 5万平方米
涉及拆迁安置居民近7000户

□ 责任编辑 兰传斌 张鸣雁

□王海红 季正亚 李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家电下

乡政策实施4年，累计销售下乡家电2663万件，直接拉动社
会消费644亿元，兑付补贴资金70 . 68亿元，全省1500万农户
受益。更多的农民用上了性价比高、服务有保障的名牌家电
产品，农村主要家电产品拥有率达到城市2000年水平，城乡
家电普及率差距由2007年的近20年缩小到目前的10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截至11月30日，我省家电下乡政
策全面结束，各项销售指标均居全国前列。统计显示，政
策实施期间，全省每百家农户家电购买量达173件。分品
种看，冰箱销售896 . 79万台，占总量的34%，居第一位，彩
电、洗衣机居二、三位。全省补贴金额超5亿元的市有聊城、
潍坊、菏泽、济宁、临沂5市。其中，聊城市7 . 02亿元，居全省
首位。全省共建立完善家电下乡二三四级销售网点11340
个，覆盖全省100%县、100%乡镇以及30%以上的村。其中，乡
镇级网点覆盖率比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初期提高三成以上，
同时推动了农村家电安装、维修等售后服务发展。

我省家电下乡
4年兑现惠民补贴70亿

□新华社发

12小时强降雨袭击菲律宾 导致440人丧生
◆由热带风暴“天鹰”引发 ◆失踪者达数百人 ◆民众低估风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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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在菲律宾的卡加延-德奥罗市，一名男子在污水中寻找可用之物。

网上“织围脖”
不许“穿马甲”

◆北京首推微博实名制

◆后台实名、前台自愿

◆严禁泄露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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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业服务质量
划分五个星级

◆我省明年实施物业服务

规范系列地方标准

◆量化服务项目和标准
 今日关注·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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