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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精神病康复者

遭遇“出院难”
在省精神卫生中心，部分病人病

情已稳定，达到了出院标准，但家

属拒绝接患者回家……

美国监听全球遭曝光

欧洲国家讨要说法
微软、雅虎、谷歌等美国互联网

企业卷入“棱镜”项目。泄密者斯

诺登下落不明……

国际新闻5 8 大众健康

国产电影“走出去”

为何越来越难
去 年 我 国 海 外 票 房 收 益 仅

10 .63亿，比2011年减48%……

 马刺“三分雨” 浇灭热火队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宋杰 刘霞 刘淑文

2012年12月23日，肥城市委在全省县
(市、区)委书记推动县域科学发展专题研讨
班上作典型发言，他们“产业集聚度高、城
市美誉度高、群众满意度高、社会和谐度
高”的科学发展之路，广受好评。肥城市委
书记单传海认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
民生幸福为导向、以全域统筹为抓手、以均
衡协调为特征，是县域科学发展的开拓实
践，也是建设美好肥城、共筑幸福家园生动
注解。”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二天，肥城45个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 8 9亿元。肥城今
年确定新建续建过亿元重点项目1 2 5个，
截至目前，已竣工投产6 0个以上。单传海
告诉记者：“我们更看重这些项目对优化
当地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所起的
作用。”

建设美好肥城，发展是第一要务。2011
年初，肥城启动“两带三区四园”产业空间
布局建设，走上了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
产业、壮大产业集群的腾飞之路。

5月30日，记者在肥城高新区金城重工
看到，又一批JC98平地机特种桥装车将销往
俄罗斯。依托原有的云宇机械，引来香港金
方，合资成立金城重工，“此项合作，对肥

城来说意义深远，工程机械及汽车配件被确
定为省级重点产业集群。”肥城市市长张成
伟说。像这样由一个龙头到一批项目再到一
个产业，肥城去年八大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318亿元。

同样是服务业发展，肥城市把重点放在
了文化产业上。总投资60亿元的春秋古城展
示区已建成开园，投资50亿元的中华儒商文
化产业园、40亿元的世上桃源旅游度假区正
加快推进。今年1-4月，全市预计完成生产
总值95 . 3亿元，增长20 . 7%；实现地方财政
收入12 . 56亿元。

借助“中国桃都”美誉，肥城着力打造
桃花节、品桃节和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

计大赛“两节一赛”的“金色名片”。“金
色名片”亦带来金色效益，目前，肥城桃木
旅游商品占全国80%的市场份额。去年，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5 . 4亿元。

城市美誉度是城市的“软实力”，亦是
竞争力。按照“全域肥城”理念，建设“美
好肥城”，当地开展城市绿荫行动，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建成市民广场、龙
山河带状公园、百信广场等20多个游园。截
至目前，肥城城镇化率达到53 . 5%，绿化覆
盖率达44 . 8%；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
强列第44位，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列第19
位，首次入选福布斯中国最佳县级城市30
强； （下转第二版）

□记 者 梁旭日
通讯员 隋信海 报道

本报青岛6月12日讯 今天上午，青岛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即墨市正式揭牌。这标
志着，青岛航空的筹建工作取得实质性进
展，成为新设立航空公司审批再次开闸之
后，首次获准筹建的两家航空公司之一。

民航局批准文件显示，青岛航空是由南
山集团有限公司、青岛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
从事航空运输相关产业经营的公司，注册资
金10亿元。其中，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
资人民币5 . 5亿元，占注册资本的55%；青岛
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2 . 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25%；山东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以飞机作价出资人民币2亿元，占注

册资本的20%。
据了解，2004年，民营资本首次获准进

入航空市场，一时间，各路资金纷纷涌入，奥
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吉祥航空等民
营航空公司先后设立，出现了“第一轮民营航
空热潮”。2007年，民航局发出通知，以“人员
数量、人员素质、基础设施、综合管理能力都
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为由，暂停受理新设立
航空公司的申请，这一政策一直延续下来。
今年5月，民航局先后批准瑞丽航空、青岛
航空的筹建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获
准筹建的新航空公司均是由民营资本控股。
业内人士表示，闸门开启之后，包括国航、海
航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均在谋划和地方政府
共同筹建航空公司，我国或将迎来“第二轮民
营航空热潮”。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12日是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正驾乘神舟十号
飞船遨游太空的3名航天员，在太空度过
了一个特殊的节日。

12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飞控大厅的大屏幕上，清晰显示
着神舟十号飞船返回舱内的情景。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我们神舟十号航天员向全国人民、全
球华人致以节日祝福，祝大家端午节快
乐！”13时，3名航天员共同举起一块写

着“端午节快乐”的字板，通过摄像机镜
头送出问候（上图）。

指令长聂海胜说：“飞船入轨后，状
态一切正常，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感谢大
家的关心。”

航天员张晓光说：“我们的太空生活
刚刚开始，目前感觉良好，请大家放
心！”

航天员王亚平说：“向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的航天科研人员致敬，你们辛苦
啦！”

3名航天员向大家挥手致意。
随后，航天员进入飞船轨道舱，品

尝科研人员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节日美
食——— 豆沙粽。和地面不同，太空粽子
是扁平形状，目的是方便贮存和加热。
为了让航天员找到在家过节的感觉，细
心的科研人员还专门为每颗太空粽子包
上了一层粽叶。

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在太空度过端
午节，也是首次在神舟飞船上品尝美味的
太空香粽。

□王海红 范 岑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政

近日拨付植树造林专项资金1 . 1亿元，用于支持荒山、沿海和
平原造林，对荒山造林、沿海防护林和平原防沙治沙造林进行
补助，改善我省生态环境。

同时，我省还将支持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对取得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资格的市，每市补助1000万元，并对40个山东省级
“绿化模范乡镇”按照每个20万元的标准进行奖励，提高基层
绿化积极性。

植树造林资金

1 . 1亿元
助力生态山东建设

□刘 英 吴荣欣 丁 炜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 据省旅游局调查推算，今年端午小

长假期间，全省接待游客165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 9%，旅游
综合收入129 . 7亿元，同比增长18%。

今年端午小长假旅游继续带旺中短线游，近郊散客自驾游
持续升温，以家庭或朋友结伴为单元，省内自驾车二日或三日
游成为主流。伴随小长假的结束，返程客流高峰如期而至。京
沪高铁济南西、泰安、曲阜东、枣庄、滕州东高铁五站今天发
送旅客超过4 . 2万人次。济南机场客流相比平时虽略有增加，
但增势并不明显。小长假期间，济南机场共起降航班569班
次，运送旅客6 . 2万人次。截至今天18时，省内主要高速公路
运营情况基本正常。

全省端午小长假待客

1655万人次
省内自驾二日或三日游成主流

神十航天员太空送端午祝福
“我们的太空生活刚刚开始，目前感觉良好，请大家放心！”

民营资本控股青岛航空
为6年来首次获准筹建的两家航空公司之一，南山集团占注册资本55%

肥城：群众说了算 难事不难办
◆群众满意度五连冠 ◆科学发展考核列泰安首位 ◆“四高”路径获好评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娄和军

□张海峰 成蓬勃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 端午节这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雨过天

晴，气温迅速回升，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与昨天相差
10℃以上，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天气以晴热为主。各地抓住有利
时机抢收小麦，截至17时，全省上阵各类机械45万台套，当日
收获小麦278 . 7万亩，累计收获小麦1565万亩，全省已播种玉米
817万亩。

气象部门预测，12日—15日，全省天气以多云间晴为主，
最高气温内陆地区都在30℃以上，沿海地区27℃左右。记者从
省农机局了解到，目前全省除青岛、东营、烟台、威海未开机
外，共有13个市79个县小麦开机收获，全省小麦主产区未来几
天将进入机收高峰。目前，出省作业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已返回
2万余台，引进外省机械近1万台。各地农机部门在主要交通干
道设立了494个接机服务站，对外来和召回的机械实行定人定
机全程跟踪服务，尽快将他们安排到急需的地块作业。各地依
托农机合作社和明星跨区作业队成立1510个农机抢收突击队抢
收小麦。

我省收获小麦突破

1500万亩
未来几天以晴热为主 将迎机收高峰

我国正绘制涵盖

78种元素
土壤重金属“污染图”

重金属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并向

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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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贵伤工”
中小纺企日子难熬
◆国内外棉价差拉大到4000元/吨

◆企业订单不足开工率明显下滑

 今日关注·3版

目前，我省拥有民用机场8个，形成了
以济南、青岛机场为枢纽，烟台、威海、
东营等机场共同发展的格局。从机队规模
看，国航控股的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和
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机队规
模较大，其中山航拥有飞机66架，经营航线
110余条，每周有2000多个航班。

到2015年，全省民用机场力争达到10个，
基地航空公司力争达到6家以上，投入飞机总
数160架左右。（记者 吴荣欣 整理）

■资料链接

全省基地航空公司
2015年力争超6家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

有望今年出台
◆保护储户存款不会因银行业倒

闭而遭受本金损失

◆该制度已酝酿整整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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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新观察

鲁北小县临邑
追逐“华尔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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