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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春晓 杨学莹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3日讯 今天上午，“科学发展新山东——— 第八届

中国网络媒体山东行”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济南举行。今后6
天，60余家国内最知名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的130名编辑记者将分东
西两条采访线路，到济南、青岛、烟台、济宁等11个市考察采访，深
入报道山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并为采访团授旗。

孙守刚在致辞时说，近年来，在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
带领全省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山东提出的“三个走
在前面”的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上迈出新的步伐，在实现富民强省
新跨越上取得显著成绩。2011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45429 . 2亿元，比
上年增长10 . 9%，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317美元。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
国前列，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推动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
的同时，抓住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机遇，以筹办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为契机，加快推动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文化改革发展取得新的成效，文化强省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孙守刚指出，这次以“科学发展新山东”为主题开展中国网络媒
体山东行集中采访考察活动，为学习借鉴中央和兄弟省市区网络媒体
的先进经验提供了大好机会，并将进一步扩大网络媒体之间的交流合
作，促进山东网络文化的繁荣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山东、
宣传山东、支持山东，更加给力科学发展新山东建设，促进山东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开创新的局面。

本次大型采访考察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
网络文化办公室共同主办，大众报业集团大众网承办。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枣庄5月13日讯 今天，山东省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式暨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在枣庄市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副省长王
随莲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山东省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开幕式上，枣庄市组织了健身秧歌、第九套广播体操、校园华尔
兹、花样跳绳、健身球、健身腰鼓、拉丁舞、太极扇、排舞（街
舞）、摩登舞、跆拳道、太极拳、太极剑等全民健身项目展演，还为
市民提供了国民体质监测、健身指导并发放了健身科普资料。

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设26个项目，由省、市、县三级协同举办，历
时5个多月。本届运动会着重突出基层，面向广大群众，以扩大组织主
体、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提高参与程度为重点，努力搭建广泛
参与的群众性体育竞赛服务平台，促进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全民健身意
识的增强，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开展。开幕式结束后，本届
运动会的第一个项目健身秧歌比赛在枣庄体育馆举行。

“科学发展新山东——— 第八届
中国网络媒体山东行”
大型采访考察活动启动
孙守刚致辞并授旗

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通讯员 姜卫国 袁苗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11日至12日，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为母亲们奉献上一份特殊礼
物——— 免费进行盆底诊断和康复指导。

100余名母亲参加了这次义诊活动。千
佛山医院盆底专科的医生用国际先进的功
能治疗仪，认真为母亲们进行了功能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医生为她们制订了个性化治
疗方案。义诊活动使母亲们增强了产后保健
意识、提高了自我康复能力。目前，千佛山医
院已常规开展产后42天盆底疾病筛查、预防
和治疗，有一千多名产妇进行了筛查，一百
余人接受了产后康复治疗，好评如潮。

母亲节医护人员

献爱心

□ 本报记者 赵琳

一对夫妇，倾心照顾素不相识的脑瘫
弃婴四十年，却终生未曾生育。这段跨越血
缘的爱，就发生在蓬莱一对普通夫妇王华
堂、张翠兰身上（上图）。

1970年腊月，当时还是妇科医生的张
翠兰刚睡下，便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
门，一名孕妇抽泣着跪在门口，恳求她让未
婚先育的自己入院生子。热心肠的张翠兰
听罢，连夜将她送到医院，还把刚领的38元

工资和10斤粮票留给她。第二天，张翠兰就
去青岛出差了。

十天后一回医院，值班护士就把刚出
生3天的婴儿和一张住院单据递给了张翠
兰，告诉她：产妇走了，说把孩子交给她抚
养。张翠兰一下子懵了。看着怀里嗷嗷待哺
的婴儿，还未当过母亲的她决定先把孩子
抱回家，边抚养边帮孩子寻找亲生母亲。

由于交通通讯不便，入伍后一直驻守
长岛的王华堂十多天后才从妻子的来信中
得知这一消息。“我支持你，孩子咱先养
着。”王华堂托人四处打听孩子生母的消
息，但是收到的回复是：住院单据上的产妇
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

更让人心痛的是，孩子看起来越来越不
正常：两个小手总是动也不动，吮吸奶嘴的口
形也很奇怪，两条腿呈剪刀型交叉，怎么也掰
不开。产科同事提醒，可能是脑瘫。一位本家
哥哥专程登门相劝，赶紧把孩子送人。夫妻俩
一夜没合眼，快天明的时候，张翠兰说，“这孩
子既然来到咱家，就是缘分。”王华堂想了一
会儿说，“对。从今往后，他就是咱们的儿子！”
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王群。此后，这个月收入不

足50元的家庭，大部分开销都花在了原本素
不相识的弃婴身上。

王群半岁那年曾因腹泻不止被送到县
医院，这次就医让王群正式被诊断为脑性瘫
痪，可能终生痴呆。医生建议别治了，可王华
堂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治病。夫妻俩
卖了老家的房子，辗转青岛、威海、旅顺、上
海、大连等地求医问药。直到在上海瑞金医
院，一位颇有名气的专家告诉他们：别再浪费
钱了，世界范围内脑瘫儿的治愈率也不足千
分之一。听完诊断回到蓬莱，张翠兰开始自学
针灸理疗，给王群施针；王华堂每天早上都替
王群按摩推拿热敷，进行康复训练。“那时候
经常整夜整夜地失眠，幻想着哪天孩子的病
就好了。”直到2009年10月，已经年过七旬的王
华堂、张翠兰夫妇再也无力照顾王群，才将他
送到福利中心。

“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面
对记者的疑惑，张翠兰说，家里穷，给王群
治病要花钱，哪还有能力生孩子？生下来谁
来照顾？多年来，夫妻俩谁也没再提。王华
堂的老战友秦显云谈起这事老泪纵横。“老
王曾经和战友一起点亮了驻地长岛县的第

一盏电灯，建造了岛上第一艘小交通艇，是
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名扬全军的‘渤海深
处九个老兵’之一。他两口子做出这样的选
择不稀奇！”

5月13日，记者与王华堂、张翠兰夫妇
一起到位于蓬莱西郊的紫荆山老年社会福
利中心看望王群。已经43岁的王群坐在轮
椅里，吃力地打着招呼，“爸！妈！好！坐！
坐！”他自己则扭着身子用力地转动轮椅，
向床边挪去。

离开福利中心时，王华堂和张翠兰坚
持要将王群抬到床上午休。只见王华堂熟
练地拿下轮椅前方的挡板，卸下轮椅两侧
的固定挡杆，将王群拦腰抱住，张翠兰则躬
下身子抱起王群的双腿，配合丈夫将王群
向床上挪。“只要我们走后孩子还有人管，
我们就安心了。”

蓬莱王华堂张翠兰夫妇倾心照顾脑瘫弃婴四十年———

只要孩子有人管，我们就安心了！

□国栋 元武 报道
本报鄄城5月13日讯 “平时老百姓到省城看病都很困难，现在

省城大医院的专家到村里来免费给百姓看病，感谢‘第一书记’给老
百姓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董口镇党委书记李玉如激动地说。

由省编办、山东中医药大学、鄄城县委主办的“中医情、健康
行，第一书记在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在鄄城县董口镇举办。在为期两
天的活动中，来自省里的36名医疗专家和8名医学博士，顶风冒雨，
不顾天气炎热、旅途劳累，免费为当地群众义诊，共义诊病患970人
次，成功开展白内障筛查100余例、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10余例，受
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第一书记”带来省级名医

□记者 魏然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3日讯 今天上午，2012年山东省暨济南市饮用水

卫生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南市槐荫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的主题是
“关注饮水卫生，共享健康生活”。据悉，从7月1日起，新的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将全面实施，水质指标从原来的35项增至106项。

省卫生厅副厅长仇冰玉介绍，目前全省532家城市饮用水集中式
供水单位全部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城市居民饮用水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

省卫生厅要求，全省各级卫生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生活饮用水卫生
安全宣传和监管力度，介绍饮用水卫生安全知识和本地饮用水卫生状
况，对群众关注的饮用水卫生安全问题进行解疑释惑，引导群众形成
科学的饮用水安全理念和正确的饮用水安全行为。组织饮用水卫生专
家和技术骨干深入城市社区、农村、学校和供水单位等场所，广泛宣
传饮用水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和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饮
水卫生安全意识，并公布饮用水卫生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加大对卫生
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群众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饮用水卫生宣传周活动启动

水质标准将增至106项

□岳增群 张思奎 报道
本报枣庄讯 5月11日，青岛农业大

学、烟台大学、枣庄学院三所高校联合举
办的首届服务山亭经济发展协商会议暨第
一书记论坛，在枣庄学院举行。会议就各院
校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互补，在“第一书记”
任职村实现资源、信息、智力、项目共享，引
智引资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共同完成“第
一书记”任职的山亭区9个贫困村尽快脱贫
致富目标，形成了初步合作协议。

三高校联合举办

“第一书记”论坛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杨学莹

“山东如何防范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山东老年人数量全国第一，怎么做好养
老文章？”……5月13日，“科学发展新
山东——— 第八届中国网络媒体山东行”大
型采访考察活动在济启动，新闻发布会
上，省发改委、国资委、民政厅、环保厅
等9个部门负责人成为国内60余家网络媒
体、130多名记者热捧的对象，网媒共同
探寻山东科学发展的新思路。

省管企业海外投资

逾50亿美元未现大风险
山东国企近年的海外并购引起了广泛

关注，也成为发布会上媒体代表热议的话
题。“山东如何防范企业海外投资风
险？”香港文汇报记者问省国资委副主
任、省管企业监事会主席汲斌昌。

“近年来，山东企业科学发展步伐加
快，资本运营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

式。”汲斌昌说，如兖矿集团收购澳大利
亚菲利克斯公司，山东重工并购法国博杜
安公司和意大利法拉帝集团，中国重汽与
德国曼公司实施战略合作，浪潮集团收购
奇梦达葡萄牙高端封装测试线，都在国内
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汲斌昌介绍，我省的省管企业近年
累计境外投资大概在50亿美元以上，地域
主要分布在亚洲、澳大利亚、北美、南美和
非洲，涉及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类和
装备制造业。为加强对国企“走出去”的境
外资产和投资的监管，国务院国资委和省
国资委都分别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目前
为止还尚未发生很大的投资风险。

“十二五”末千名老人

养老床位将达30张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山东65岁

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942 . 98万人，60岁以
上的老年人口在1500万人左右。作为人口
大省，山东如何做好养老“文章”具有样

本价值，这也成为新华网等媒体记者尤为
关注的一个议题。

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建东介绍，近
期，我省准备出台《关于加快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并出台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重要目标
是建立起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
托，以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
系。到“十二五”末，全省每千名老人
拥有养老床位达到 3 0张 (目前为 2 2 - 2 3
张)，到2015年社区试点覆盖所有城市社
区和50%的农村地区。

“过去不太重视居家养老服务，今
后要充分重视，实际上机构养老到‘十二
五’末，也就是达到3%，大部分老人还是
得居家养老。”王建东说，养老服务模式
要由单一的机构养老服务向机构养老与居
家养老服务相结合的转变，养老服务的内
容由单纯的生活照料向家政服务、康复护
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系列服务转
变，不断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服务，真正
使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如何让“鱼翔浅底”

成为常态？
2010年底，山东省控的59条污染严重

的河流已经全部恢复了鱼类的生长，“生
态山东”已成为我省的一个响亮的口号，
网媒关心，今后如何让“鱼翔浅底”成为
常态？

“环境问题虽然复杂，但概括起来都
是高污染、高消耗和生态破坏三类粗放的
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省环保厅副巡视
员董秀娟介绍，坚持污染治理、循环利用
和生态保护“治、用、保”三策合一、打
好“组合拳”，是山东保证水质稳定达标
的重要技术支撑，也是山东在全国的一大
创新，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提升管控标准，
不断改善水质。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在全
省全面消除达标点源的断面，即河流断面
COD和氨氮将小于等于45mg/L和4 . 5mg/
L，在达标的基础上要求更高一步，让齐
鲁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让齐鲁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 网媒热议山东科学发展新貌

□记 者 李鹏飞 代玲玲
通讯员 刘海鹏 王海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
我省首次发布企业财务指标体系，涵盖盈
利能力、营运能力、短期和长期偿债能
力、风险水平、发展能力、现金流量能
力、社会贡献能力共8类60项财务指标，
详细情况可查询山东财政企业信息网。

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姜龙介绍说，近
日，省财政厅结合2011年企业年报，对纳
入全省财政企业信息网的1 . 2万户内资企
业，分别按三次产业86个国民经济细分行
业、隶属关系、综合情况，确定财务指标

的平均值，发布企业财务指标全息图。
有关专家认为，该指标体系可为地方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财政金融资源配置提
供可靠依据，也可为企业并购、社会投
资、金融风险评估和提升企业内部管控水
平提供有效参考，更将为财政部拟研究出
台的企业财务管理能力认证体系建设提供
全方位的有力支持。

省财政厅企业处提供的全省地方企业
年报资料显示，2011年，纳入年报汇总范
围的11981户地方企业包括：5146户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663户集体企业、6172户非
公有制企业。

据省财政厅国库处介绍，我省各类企
业依照国家相关税法和税种征收条例，依
法缴纳税收收入；同时，依照相关规章制
度，通过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等各种形式，依规缴纳非税收入，发挥了
企业作为财政收入贡献主体的作用。2011
年，纳入决算的11981户企业实际上缴税费
1643 . 3亿元。其中，上缴税费100亿元以上
的企业有1家，50亿元以上的有4家。上缴
税费前五名的山东能源集团、兖矿集团、
山东钢铁集团、青岛啤酒集团、山东重工
集团共上缴税费400 . 95亿元，上缴税费占
全省地方企业上缴税费总额的24 . 4%。

根据企业上缴税费情况，即财政贡献
度的高低，省财政厅企业处还公布了2011
年度地方企业财政贡献排行榜。企业实际
上缴税费总额的计算，是依据财政部企业
决算文件，反映企业本年实际上缴的增值
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农牧
业税(地方税已停征)、关税、企业所得税、教
育费附加、石油特别收益金及其他税费的
合计总额，反映涉及企业所有税种(不分税
收级次)和全部上缴财政的税费贡献额。

从全省情况看，传统产业财政贡献度
高，新兴产业崭露头角，服务业发展潜力
甚大。

60项指标披露业绩实况
我省首次发布企业财务指标体系

⑩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5月13日，孩子们在留言簿上书写“妈妈，我爱你”等话语。当日是“母亲节”，一系列感恩母亲的活动在济南市洪楼广场举举行，

许多人用真诚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母亲的祝福与感恩。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刘国贤 任现辉 报道
本报乳山5月13日讯 今天上午，以“热爱地球母亲、建设生态

家园”为主题的2012中国（乳山）母爱文化节在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
区开幕。

文化节期间，将举办“大乳山”杯《好山好水好地方——— 中国著
名景区主题歌曲大赛》新闻发布会、“母爱颂”大型文艺演出、经贸
洽谈和产业招商、文化旅游产业专题讲座、塔岛湾“国家级海洋生态
特别保护区”、潮汐湖生态修复和岸带整治工程等海洋生态保护项目
启动仪式等多项活动。乳山还将整个5月确定为“母爱文化月”，其
间将举办36项群众性文化活动。

母爱文化在乳山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背景。乳山
将母爱文化上升到爱祖国、爱地球的高度，在全社会营造博爱、大爱氛
围，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从2008年开始每
年确定一个主题，连续举办了四届母爱文化节，不断深化母爱文化内
涵，增强母爱文化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中国（乳山）母爱文化节开幕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喀什讯 日前，济宁市援疆企业——— 新疆赛德丽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落户英吉沙县工业园区生产力促进中心。该企业是省市援疆指
挥部重点引进企业。其产品主要是生产国内新型环保建筑材料乳胶漆
和外墙保温材料，目前是新疆地区特别是南疆地区质量最优、最环保、
最安全的绿色建筑材料，年生产能力10000吨新型环保乳胶漆。同时，该
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吨乳胶漆需要20多人进行施工，10000吨
就需要20万人次施工，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劳动力就业机会。

济宁又一产业援疆项目
落户英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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