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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入联”

以色列“挑衅”
距离联大批准巴勒斯坦观察员国

地位尚不到24小时，以色列公布

“挑衅性”定居点计划……

专家建议源头反腐

应制定三部重要法律
近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几起官员

涉嫌违法乱纪事件中，多地政府显

现出严厉整肃官风官德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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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大连实德

中超资格或被注销
大连阿尔滨足球俱乐部整体收

购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双方达成

一致，文件将上报中国足协……

□记者 梁旭日 报道
本报青岛12月1日讯 日前，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山东

省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省政府发出《关于调
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决定对青岛市部分行政区
划实施调整。

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撤销青岛市市
北区、四方区，设立新的青岛市市北区，以原市北区、四方
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市北区的行政区域。市北区人民政府驻
敦化路街道延吉路80号。撤销青岛市黄岛区、县级胶南市，设
立新的青岛市黄岛区，以原青岛市黄岛区、县级胶南市的行
政区域为新的黄岛区的行政区域。黄岛区人民政府驻隐珠街
道深圳路181号。

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涉及的行政区域界
线要按规定及时勘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规定
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
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省政府在通知中要求，要按照行政区划管理等有关规
定，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认真做好新的市北
区、黄岛区的组建工作。要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
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从
12月1日起，全国40万户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统一的城乡一体化
住户调查制度开始记收支账，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进入正式
实施阶段。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就是
统一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分类标准、指标名称与口
径，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和程序，从全国4亿多户城镇和农村家
庭中随机抽取40万户，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将家庭中每个人的每
项收入和支出记录在账册上，由此汇总计算出全国和分省(区、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支出、消费的水平、结构和增长数据。

此前，由于城镇和农村长期实行不同的住户调查制度，
有着不同的标准和口径，我国居民收入数据一直是城乡分割
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实施后，能够提供城乡全体居民统
一的收入、支出和消费数据，将为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提供扎实的数据依据。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娄和军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 本报通讯员 段名钰 高原 玉华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资源型老工业城
市，淄博市面对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以
健全完善长效体制机制为着力点，以服务群
众、改善民生贯穿社会管理创新始终，不断
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先后推出了“六
小警务”、“五代理”、“村居民事务干部
代办”等在全国叫得响的社会管理工作品
牌，密切了干群关系，保持了全市社会大局
持续和谐稳定。

创新机制确保长效

淄博市委书记周清利告诉记者，淄博的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积极
推进工作制度、运行机制、服务内容的立体

化、全覆盖，形成了从行政管制到公共服
务、从政府独揽到社会各方参与、从战役型
的即兴式到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的全新社会管
理模式。

日常工作中，淄博着力打造“六位一
体”工作格局：以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指导
社会管理创新；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贯穿
社会管理创新；坚持以实施固本强基维稳工
程夯实社会管理创新；以信息化建设支撑社
会管理创新；以法制化建设规范社会管理创
新；以完善责任体系保障社会管理创新。同
时，各区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本地
实际，走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
路，临淄区的“五代理”、博山区的“重大
事项风险评估”、沂源县的“三层调解网
络”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近几年，农村矛盾纠纷占所有投诉上访
的60%以上，而其中的80%又集中在农村印
章、财务管理的混乱上。“没有一揽子解决
这些问题的制度机制，单凭村干部的自觉性

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临淄区委书记毕
荣青告诉记者。临淄区适时推出了村级事务
管理制度，所谓“五代理”，指村集体的资
金、账务、资产、公章、档案由镇(街道)政
府代管，一切置于阳光下，政府头疼的农村
事务管理混乱难题迎刃而解。

“五代理”在全市的推开，从制度上铲
除了农村事务暗箱操作的土壤。到目前为
止，淄博市已代理村级集体资金18 . 0 5亿
元，审核程序不合理、不规范的村级决策事
项215项，拒付村级不合理支出351 . 6万元，
各区县农村信访量普遍下降20%以上，因村
级财务问题引发的新增信访查实率为零。

管理定位便民惠民

“我们村地处偏僻，现在不仅村里有村
民事务代办点，片上有代办站，镇上的流动
代办站还定期到村里来，现场为村民办理事
务，真是太方便了。”淄川区昆仑镇马棚村

支部书记陈廷山说。
昆仑镇最远的村距镇政府20多公里，群

众办事非常不便。镇代办中心成立后，设专
职代办员7人，兼职代办员11人，下设5个责
任片代办站和48个村居代办点，配备流动代
办车3辆。到目前，全镇54个代办站点累计
代办村民事务13000余件，办结率98%，群众
满意率99%以上。

为把“村居民事务干部代办”机制落到
实处，淄博市依托区县行政审批中心、镇综
合服务大厅、党员服务中心、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等，建立了区县代办服务中心、镇服务
站、村服务点三级服务网络。目前，淄博市
8个区县、88个镇街、3102个行政村，全部
建立了代办服务机构。全市有1万余名镇村
干部奔走在基层，为群众提供证照办理、缴
费报销、公益服务、民情诉求和政策咨询等
五个方面、30余项事务的代办服务。

淄川区将军路街道办事处探索出的“网
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 (下转第二版)

淄博奏响社会管理创新“交响乐”
多个社会管理工作品牌叫响全国，社会治安等综合满意率达97 . 78%

□ 本 报 记 者 申 红
本报通讯员 潘书民 温 泉

日前，记者来到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厂区，入眼的是碧海、绿树、青草、喷泉，
宛若置身花园；一座座高大的厂房，透过明
亮的玻璃窗，即可远眺大海，俨然一座座宜
居海景房。殊不知，记者所处的竟是一座大
型基地型火电厂。

“华电莱州电厂一期工程建设2台1050
千瓦国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目前已并网发
电。计划总投资300亿元，建设装机总容量
为8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投产后，将成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重要的电源支撑。”华电莱州发电有

限公司总经理董凤亮告诉记者。
华电莱州电厂是我省和华电集团首家以

百万机组起步的发电企业。在偌大的厂区
里，记者切身感受到了老火电向“高效生
态”的转型———

记者看到，华电莱州电厂建设在海边滩
涂盐碱地，完全不占用耕地，不和老百姓争
利；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和城市
中水，完全不占用当地淡水资源；发电煤耗
仅为每千瓦时268 . 5克，综合煤耗每千瓦时
281 . 9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0克；热效
率达45 . 59%，供电厂用电率仅为4 . 98%，各
项指标均居世界领先水平。

传统火电厂易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历来
饱受诟病。而华电莱州电厂的高效除尘效率

达99 . 7%，脱硫效率达95%以上，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优于国家最新环保标准；厂内污水
和废水经处理回用，实现污水“零排放”。
在废弃物回收利用上，采用干除灰、干除渣
技术，灰、渣及脱硫石膏全部回收综合利
用，既带动了周边建材产业升级，又真正做
到了“吃干榨净”，节约资源。就连平时最
不引人关注的煤炭储运环节，电厂也用心做
到了尽善尽美：厂区内建成了2个各能储煤
18万吨、我省最大的圆球形封闭煤场，煤炭
运输经由莱州港区的华电专用码头，采用全
封闭输煤栈道可一站式送达，保证了“零污
染、零损耗”。

让记者想不到的是，在华电莱州的厂区
内，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小水电站，使人眼前

一亮。原来，为了充分利用火电机组循环水
的排放能量，华电莱州通过技术攻关，投资
近2000万元将循环水排水口改为水轮发电机
房，安装了两台800千瓦小型水轮发电机，
每年可多发电880万度，接入低压厂用电系
统，可供1600台办公空调同时运行，相当于
每年节约标准煤2400吨。

在国际上，大型火力发电厂将排水尾能
加以利用的实例并不罕见，而记者了解到，
在水位落差仅3米左右就能设置尾能利用设
施的，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华电莱州电
厂，又在循环经济利用方面为国内同行业树
立了一个标杆。

华电莱州规划建设理念也是令人惊叹。
走进电厂运行控制中心， (下转第二版)

华电莱州向“生态火电”转型
◆全国首家生态电厂 ◆各项指标均居世界领先水平 ◆不占耕地，不和老百姓争利

国务院批复、省政府决定
调整青岛部分行政区划
撤销市北区四方区，设立新市北区
撤销黄岛区胶南市，设立新黄岛区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实施
全国40万户居民“记账”
提供城乡居民统一的收支数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1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比上年增产1836万吨，增
长3 . 2%。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9年丰收。

从三大粮食品种看，2012年全国玉米产量为20812万吨，增
产1534万吨；稻谷产量20429万吨；小麦产量12058万吨。玉米
产量超过稻谷产量383万吨，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

播种面积保持稳定，高产作物面积增加。2012年，全国粮
食播种面积111267千公顷，比2011年增加694千公顷，增长
0 . 6%。因播种面积增加增产粮食358万吨。

大部分农区气候条件总体较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全国
粮食作物平均单产5299公斤/公顷，比2011年每公顷增产133公
斤，提高2 . 6%。因单产提高增产粮食约1478万吨。

政策和科技对粮食增产的支撑力度进一步加强。2012年中
央继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继续开展全国粮食稳定增
产行动，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提高并及早公布小麦、水稻最低
收购价，释放鼓励粮食生产的强烈信号。

我国粮食实现“九连丰”
总产量为58957万吨 增产1836万吨

■相关报道

调整部分行政区划
是城市发展必然要求
◆市北区、四方区合并，利于保护胶州湾

东部岸线，把胶州湾东岸城区做优做美

◆黄岛区、胶南市合并，利于推动西海岸

区域统筹协调，将西海岸做大做强
 要 闻·2版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月1日电 1日9时
整，四列CRH380B型高寒动车组分别从哈尔
滨西站、长春站、沈阳北站、大连北站四站
同时首发，中国首条、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
条投入运营的新建高寒地区长大高速铁
路——— 哈大高铁开通运营。

哈大高铁营业里程921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纵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全线设23个车站。

“哈大高铁通车，标志着中国以‘四纵
四横’为主骨架的快速铁路网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哈大高铁可以通过既有的秦沈客运专
线和京秦铁路，实现同已经运营的京沪高铁
和即将全线贯通的京广高铁相连。”铁道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哈大高铁开通运营后，不仅东三省主要

城市间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为东北区域经济
一体化创造条件。同时，高铁开通还将会释
放东北地区铁路货运能力。

▲12月1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高
寒动车组——— CRH380B驶出哈尔滨西站。

人民日报评论：复兴之路启示之二

道路决定命运
发展才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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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12月1日，参与训练的马鞍山舰赶往

“事发”海域。当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
西太平洋某海域组织了舰机联合搜救训练。
训练积累了远海舰机联合搜救训练经验，有
效提高了部队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和支援地
方维权执法的能力。

哈大高铁开通 中国快速铁路网建设获新进展

我海军舰艇编队
进入西太平洋训练

美参院妄称钓鱼岛
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中国海监船继续
巡航钓鱼岛海域
新华社评论：美参院
火上浇油只会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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