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春晓 通讯员 张志乾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今天上午，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出席并讲话。
高晓兵强调，新一届团省委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

次党代会精神，恪尽职守，当好表率，推动全省共青团工作再上新水平。
要把握政治性，教育引领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两个100年”
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凝聚青年力量。要把握先进性，进一步增强大局观
念、中心意识，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加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奉献青
春。要把握群众性，坚持一切为了青年，一切依靠青年，善于组织青年，
最大限度地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团组织周围。要把握务实性，强化为民思
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成长观，带头改进作风，发扬实干精神，始终脚
踏实地地学习和工作。她要求，新一届团省委领导班子要加强学习，在
学习中永葆青春；要巩固团结，在团结中凝聚工作力量；要健全制度，发
扬民主，在制度中规范班子运行，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全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第十三届团省委常委和书
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团省委常委由14名同志组成，张涛当选为团省
委书记。

□记者 张春晓 通讯员 张志乾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历时3天的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今天下午在山东会堂胜利闭幕。省领导高晓兵、
于建成、季缃绮、张传林等出席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60名委员、2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共青团山东省
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出山东省出席团的十七大代表82名，通过了
《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报告的决议》。

大会认为，张涛代表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
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省第十二次团代会以来我省共青团工作取得的
主要成绩，科学分析了新阶段我省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明确提
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报告体现
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山东特色、时代特征、青年特点，是今
后五年我省共青团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号召，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经济文
化强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政府

相关会议上获悉，我省将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近期将落实的措施包括推动车用油品升
级，加快淘汰高污染机动车。这意味着，在全省范
围内，机动车目前使用的国Ⅲ汽油将在一定期限内
升级为国Ⅳ汽油。

去年底、今年初的严重雾霾天气给我省带来巨
大影响。我省决定，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一场攻坚
战来打。根据安排，近期我省将落实的措施主要
有：实施分阶段逐步加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
准；开展锅炉煤改气改造；深化城市扬尘综合整
治；推动车用油品升级；加快淘汰高污染机动车；
大力建设绿色生态屏障；做好空气质量监测预警、
信息发布。

截至2012年底，我省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323万
辆(其中汽车约1000万辆)，居全国第一位，机动车
排放的氮氧化物居全国第二位。而据济南市环境监
测部门的检测数据，济南市空气污染物中76 . 8%的
一氧化碳、69 . 4%的碳氢化合物、40 . 8%的氮氧化物
来自机动车尾气，机动车尾气对PM2 . 5的“贡献”
率达到32 . 3%。

省环保厅的分析认为，造成全省机动车污染
严重的一个原因是油品质量落后。我省机动车现
在主要使用的是国Ⅲ汽油，其要求每千克含硫量
小于150毫克，而国Ⅳ汽油要求每千克含硫量小
于50毫克。也就是说，机动车汽油从国Ⅲ升级到
国Ⅳ，仅硫化物一项的排放量就将减少2/3。另
外一个原因是黄标车(未达到国Ⅰ排放标准的汽
油车或排放达不到国Ⅲ标准的柴油车 )污染严
重。2012年，全省有黄标车80多万辆，虽然只占
汽车保有量的7%左右，但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占
机动车排放量的70%以上。

资料显示，目前北京、上海、江苏等已经执
行国Ⅳ以上汽油标准，而我省汽油依然执行的是
国Ⅲ标准，一些加油站的汽油品质甚至连国Ⅲ都
达不到。根据我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
二五”规划》，我国将在2013年底前全面供应国
Ⅳ车用汽油。

根据国家要求，2013年底前重点控制区地级
及以上城市主城区黄标车禁行，2015年底前其他
地级及以上城市主城区黄标车禁行。据了解，我
省计划以大中重型运输车辆为重点，分步实施黄
标车淘汰更新。

□记 者 张春晓
通讯员 范 粟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2013年山东公务
员考试笔试将于4月13日举行。记者今天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
年，我省在建立“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
规档案库”的基础上，首次建立“诚信档
案库”，将构不成违纪违规但严重扰乱考
试秩序的不诚信行为如实记录在案。

据介绍，从2008年开始，我省就按照

国家的要求，建立“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
违规档案库”，入库即入“黑名单”。今
年，我省根据国家要求，首次建立“诚信
档案库”，将构不成违纪违规但严重扰乱
考试秩序的不诚信行为如实记录在案。

目前，我省明确规定了两种不诚信行
为，即无故放弃体检考察资格、公示后自
动放弃录用资格，主要是为避免招考计划
浪费。两个数据库相结合，省人社部门建
立起“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与诚信档

案库”。据悉，考试当天，省人社部门还将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监测打击利用高科技手段
作弊的行为。

此外，省人社厅还发布了2012年山东省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招考和
2012年山东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招考
中违纪违规考生的处理决定公告，4名考生
因使用禁止自带的通讯设备或者具有计算、
存储功能电子设备，5年内不得报考公务
员。

责任编辑 郭炉 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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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三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高晓兵出席并讲话

共青团山东省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通讯员 李新宇 戚飞飞
记 者 张子扬 李 勇 报道

本报淄博4月2日讯 今天上午，淄博
警察培训中心，78名刚加入警察队伍的民
警，来到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梁学章烈
士的塑像前悼念烈士（如图），并庄严宣
誓：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公安民警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群
体。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共有
565名民警因公牺牲，8950名民警光荣负
伤，平均每年牺牲16人，负伤256人。民

警因公牺牲和因病死亡的平均年龄分别
是42岁和45岁，全省公安民警平均寿命
只有59岁。

“公安英烈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
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省长助理、
公安厅厅长徐珠宝说。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温暖警心，让做
出牺牲和奉献的民警或家属感到光荣。
我省成立了省公安民警优抚基金会，建
起民警“七金双保三制”全方位保障体
系，实行了公安民警健康医生制度，还
定期举办公安英烈和民警子女夏令营以

及英烈母亲疗养团活动。
今年1月15日，省公安厅以“一号

文件”的形式，提出了10条硬性规定：
严格落实民警休假制度；加强民警职业
健康保护；健全民警医疗保障体系，搭
建因公负伤快速救治“绿色通道”……

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没有忘记这个
勇于付出的群体。从2003年到现在，共向
公安英烈、因公牺牲民警和困难民警及
子女发放金盾助学助困金2866万元，为
全省牺牲病故民警家属发放特别抚恤金
7000余万元。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山东省省长姜大
明的提请，于2013年3月29日决定任命：

郭树清为山东省副省长。
现予公告。

(第2号)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于2013年3月29日由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于刚（女）
副主任委员：李海舰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王秋杰（女） 吕明辰 许广启
翟黎明（女）
现予公告。

(第4号)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29日决
定：

接受姜大明辞去山东省省长职务的
请求，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备案。

现予公告。

(第5号)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的提请，于2013年3月29日
决定：

郭树清为山东省代理省长。
现予公告。

(第6号)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29日决
定：

接受王磊辞去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备案。

现予公告。

(第7号)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白泉民的提请，于2013年3月
29日免去：

隋明善、冀怀民的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刘建国、马建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邸天利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局执行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现予公告。

(第8号)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山东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吴鹏飞的提请，于2013年3月
29日决定任命：

王成波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崔久明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

张振忠、李建新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决定免去：
李少华（女）、王建的山东省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职务；

李占国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大为、赵建华的山东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职务。

现予公告。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3月29日

我省车用油品标准将限期升为国Ⅳ
◆升级后硫化物排放减少2/3 ◆10月起青岛供应国Ⅳ汽油 ◆分步实施黄标车淘汰更新

□记 者 马景阳
通讯员 王 宾 报道

本报淄博4月2日讯 记者今天
从齐鲁石化获知，该公司2012年相
继成功开发了92号京标Ⅴ、95号京
标Ⅴ、98号京标Ⅴ三种牌号的清洁
汽油产品，仅今年一季度供应北京
的京标Ⅴ汽油就超过3 . 3万吨。

据介绍，目前该公司生产的京
标Ⅴ系列牌号汽油还只是供向北京
地区，省内暂未供应。相对于普通
国标汽油，京Ⅴ汽油的区别主要在
于对硫含量的苛刻要求，京Ⅴ汽油
硫含量要求每千克不大于10毫克，
而国Ⅲ和国Ⅳ汽油的标准则分别是
每千克不大于150毫克和50毫克。

从生产角度讲，技术指标更加苛
刻，生产、调合难度更大。

齐鲁石化计划处处长牛彦红
说：“齐鲁石化一直致力于成品油
的质量升级，公司汽油产品牌号从
最早的2种增加到了9种，高附加值
清 洁 汽 油 比 重 从 8 . 5 % 提 高 到
42 . 25%。”现在，该厂已拥有月产
超万吨京标Ⅴ汽油的生产能力。

另据了解，目前省内主要大型
炼化企业已具备生产国Ⅳ汽油的能
力，其中济南炼油厂今年10月1日
即可生产国Ⅳ车用汽油，年底则具
备生产国Ⅴ汽油的能力。从今年10
月1日起，中石化也将在青岛市的
加油站开始供应国Ⅳ汽油。

■相关新闻

齐鲁石化月产京标Ⅴ汽油过万吨

□通讯员 高 翔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2013—2017年地方立法

规划》和《山东省人大常委会2013年地方立法计划》日前发布，其中列入
今年立法计划的项目达67件，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等。

记者了解到，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各部门、各单位、社会
团体、人大代表及公众提出的立法规划建议项目180件，经研究论
证，列入立法项目的共70件，其中，财政经济类13件，主要有循环经
济促进条例等；内务司法类11件，主要有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教科
文卫类13件，主要有普通中小学素质教育推进条例等；城建环保类16
件，主要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农业与农村经济类11
件，主要有种子条例等；民族侨务外事类2件，另外还有其他类4件。

据介绍，法工委共收到2013年立法计划申请项目78件，经研究论
证，列入计划的67件。立法计划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拟安排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法规项目，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劳动合同条例(修
订)、公路路政条例等共9件；第二类是条件成熟时适时安排审议的法规
项目，有实施代表法办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27件；第三类是抓紧研
究起草的法规项目，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公共交通条例等31件。

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发布

计生条例修改

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1号）

今年省公务员招考首建诚信档案
无故放弃体检考察资格、公示后自动放弃录用资格将被记录在案

缅怀先烈 祭拜英灵
我省平均每年16名民警牺牲

（上接第一版）孙守刚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激发干劲。要把十八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引向深入，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做大做强正面宣传，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营造
浓厚氛围。要从具体事抓起，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四德工程”，深入实
施“乡村文明行动”，加强公益广告宣传，扎实推进美德山东、文明山
东建设。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精心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面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上接第一版）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十个方面的实事。加快推进“十艺节”场馆建设和筹备工
作，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抓好安全
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加快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郭树清强调，新一届省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和
省委常委会十条实施办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决推进依法行
政，努力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从严治
政、廉洁从政，为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
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3年全省群众体育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将继续扎实推进各类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年内
实现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社区全民健身工程的全覆盖。

去年，我省新增县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18个，总量达到105个，
覆盖率达到76%；新增乡镇(街道)健身工程181个，总量达到1475个，
覆盖率达到81%；新增农民体育健身工程9608个、“千村扶贫健身工
程”912个，总量超过5 . 1万个，覆盖率超过71%。今年，我省计划资助
300个乡镇（街道）健身工程、4100个行政村健身工程、1058个“千村扶贫
健身工程”和20个县级健身工程、10个户外健身工程、5个大型示范工
程。我省将全面完成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社区全民健身工程全覆盖，为
健全各类基层体育组织、开展社区健身活动提供服务平台。

我省乡镇全民健身工程

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李 明 朱新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林权抵押贷款可帮了我们大忙，不然这鸡说

啥也养不起来。”3月26日上午，手指着眼前100余亩芦花鸡放养
基地，岱岳区山口镇大兰沃村承包山林的吴海军对记者说。

2011年，吴海军与别人合伙承包下了大兰沃村的1900余亩山
地植树造林，投资1700多万元，发展核桃、板栗、茶叶种植。由
于林业周期长、见效慢，很快资金链就要断了。林权制度改革
后，拿着林权证，他们从农信社顺利地贷了650万元，建成了100
亩芦花鸡放养基地，逐步实现了资金良性循环。”

截至2012年底，泰安市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达1 . 0145亿
元，成功突破亿元大关，共有60户农户和8家企业从中尝到了林
权抵押贷款的好处。据泰安市林业局林改办主任毕彦勇介绍，林
权抵押贷款业务引入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这一新型抵押
物，让林权证像城里人的房产证一样，使沉睡的森林资源变成了可
以抵押变现的资产，从而有效盘活了森林资源资产。

林权抵押唤醒沉睡荒山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东营4月2日讯 全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四德”工

程北线现场观摩会议4月1日—2日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在武城、无
棣、利津实地观摩考察了“四德”工程建设情况。

据悉，2013年我省将在10000个村居(社区)建立“四德”工程善行
义举榜，展示在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方面
涌现出的凡人善举。个人品德优秀典型分家庭美德典型、职业道德典
型和社会公德典型三方面：家庭美德(孝德)榜主要公示家庭美德建设
内容，特别是尊老爱亲情况，包括生活保障、精神慰藉、敬业回报等
内容；职业道德(诚德)榜主要公示居民践行职业道德方面表现，包括
诚实劳动、重诺守信、遵纪守法等内容；社会公德(爱德)榜主要包括
爱护环境、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等内容。

目前，“四德”工程已成为山东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
效载体和道德建设的品牌。全省17个市全部出台了加强“四德”工程建
设的意见和规划，98个县(市、区)出台了规划方案，共确立34个“四德”工
程建设市级示范县(市、区)、68个示范乡镇创建单位。今年将进一步完善
机制、丰富载体，抓好“四德”责任状签订、建立善行义举四德榜、道德先
模典型树立、示范县(市、区)创建和宣传教育等活动，力争覆盖全省，取
得实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98个县开展“四德”工程建设

全省年内建立

万个“善行义举四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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