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梯水价”会否

仅成“借梯涨价”？
“阶梯水价”面临用水观念陈

旧、技术瓶颈制约等现实难题……

花卉产业转向大众

“暴利”时代终结
“八项规定”执行一年，公款购

花受限，花企利润大幅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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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宏建 李剑桥 报道
本报济南1月4日讯 今天是国务院批

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3周
年，蓝色经济区在全省区域发展中的引领
示范作用初步显现。根据统计，蓝区着力
培育的现代海洋产业，如海洋生物、海洋
工程装备、海洋化工、海水养殖及水产品
加工等产业，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海洋药
物的种类和市场占有率以及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的设计和生产能力居全国领先。

省区域办最新通报，蓝区“四区三
园”建设龙头带动效应凸现：青岛西海岸
经济新区新引进过亿元项目38个；烟台东
部海洋经济新区金山港区进入实质性开发
阶段，养马岛整体开发等项目加快推进；
潍坊滨海海洋经济新区累计完成投资1800

多亿元，新引进项目95个；威海南海海洋
经济新区引进了一批世界500强企业，90个
过亿元的项目落地；中德生态园成为全国
首家综合标准化示范园区，已引进青岛德
国中心及体验馆等20个新兴产业项目；日
照国际海洋城将建成全国首个中国—新加
坡合作的海洋经济园区。

省发改委主任张务锋向记者介绍，我
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海洋领域的产业指导
目录，重点培育了50个海洋产业重点项目
和60家骨干企业。一大批海洋特色园区崛
起，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对青岛海西湾船
舶与海洋工程产业基地等18个海洋特色产
业园予以认定，并安排支持资金1 . 7 9亿
元，推动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发展潜力
巨大的海洋产业园。

在东营胜利经济开发区石油装备产业
园内，目前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28家，
过10亿元企业发展到15家。已建成全国产
业集中度最高、行业科技水平领先的石油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产业集聚带来资金集聚。蓝区资金投
入规模空前。截至目前，已安排财政资金
26 . 6亿元、基建基金及合作贷款22 . 55亿
元，支持项目457个。总规模300亿元的蓝
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顺利运行。出台了
对金融机构支持蓝色经济区建设奖励资金
管理办法，积极引导银行加大信贷投放规
模。9月末蓝区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 2 4 6 5 . 6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比重达
47 . 9%。

“未来蓝色经济区建设也面临新的挑

战。”山东社科院副院长、海洋专家郑贵
斌认为，蓝区地处沿海，对外经济依存度
较高，受到国际国内大气候影响较大；二
是区域竞争不断加剧，各地竞相出台加快
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吸引要素资
源，区域竞争日趋激烈。蓝色经济区转型
发展的任务也十分艰巨繁重。

据了解，蓝区今后将着力推进优势产
业集群发展。围绕五大重点产业，进一步
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
推进“两区”重点建设项目，争取尽快建
成投产，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特色园区建
设也将提速。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
进“四区三园”、四大临港产业区建设。
积极支持28个海洋产业联动发展示范基地
建设。

□记者 姜国乐 吕光社
孟 一 报道

本报曲阜1月4日讯 “交着千把块钱
的暖气费，家里却没点热乎气，被窝跟个
冰窟窿似的……”看着徘徊在10摄氏度上
下的水银柱，家住曲阜技校家属院的宋延
丰老人冲记者倒出了满腹苦水。

今天上午，热力公司副总刘强特意登
门向宋延丰老人致歉。技校家属院是片老
旧小区，入冬以来反映类似问题的群众很
多。为此，市里将改造老旧社区供暖设施
列为今年民生工作的重点，由市委书记牵
头抓，确保下个冬天不再让群众挨冻。

与供暖一起被列为今年民生工作重点
的还有小区物业服务不规范、服务窗口人
员态度恶劣等10个问题。曲阜市督考办主
任郭益民说：“从2011年起，市里抓的民
生实事不再由政府部门拍脑瓜定，而是像

这样由群众通过多种渠道反映。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就是我们应当尽快办的。”

在2013年济宁市群众满意度调查中，
曲阜以91 . 34的高分列各县市区首位，成为
济宁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以来第一个过90
分的县市区。济宁市主要领导在市委全委
会上称赞曲阜“创了纪录”。

曲阜市群众满意度调查获高分，缘于
坚持听民意，抓民生。2011年起，他们先
后实施农村十个全覆盖、改善教师待遇等
民生工程；新修2248公里农村公路，在全
省率先完成农村公路网化建设，成为全省
第一个村村通公交的县级市。这还不算
完，3400多名农村中小学教师免费乘车，
偏远山区的老师再也不用披星戴月骑车下
村教书了，这又是全省第一。2013年2
月，曲阜出台全民免费健康查体实施意
见，市财政每年列支1500万元，给64万城

乡居民免费体检。石门山镇南村49岁的翟
胜刚从未查过体，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倍儿
棒，结果一查高压230、低压130、血糖
10 . 5，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听从医生建
议及时治疗，很快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
常。翟胜刚的媳妇说：“是政府救了俺当
家的。”

出人意料的是，曲阜市委全委会报
告，对91 . 34%的群众满意度只提了一句，
对老百姓不满意的事却说了一页多。市委
书记李长胜认为：“有一户群众不满意，
也说明我们的工作需要更努力，何况还有
8 . 6 6%的群众不满意。这就是我们的差
距。”

据介绍，曲阜市已将调查中群众反映
的所有“不满意事项”按任务目标和时间
节点落实到单位一把手和具体责任人，每
周督查一次，直到问题解决。

不为91 . 34%喜，却为8 . 66%忧
曲阜从高满意度中找差距：有一户群众不满意，也说明我们需要更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2013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整合优化
内设机构，减少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进一步
向办案和监督工作倾斜。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撤销党风廉政建设
室、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室、执法监察室、绩效管理监察室，
新设立党风政风监督室(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执法和
效能监督室，增设2个纪检监察室。各地纪委纷纷启动内设机构调
整工作，经调整，目前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办
案人员数占总数的22%。

一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
“抓早抓小”，建立健全早发现、早处置机制，坚持“快查快
办”，进一步严格时限要求、缩短办案周期，集中力量查清主要违
纪事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与此同时，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
肃，有群众举报的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认真核实。对反映领导
干部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制定拟立案、初核、暂存、留存和
了结五类线索处置方式和标准，强化问题线索全过程管理。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强调“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
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实报告就是渎职”，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作为巡视主要任务。

现代海洋产业集群点亮蓝色经济区
◆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等多项产业规模居全国首位 ◆“四区三园”龙头效应凸显

纪检监察机关对反映

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大起底
◆制定5类线索处置方式和标准

◆强化问题线索全过程管理

□记者 杨 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1月3日召开的山

东省资产证券化与固定收益研修班上获
悉，2013年，山东省通过债券融资1837亿
元，比上年增长20%。

2013年，全省直接融资1920亿元，约
占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的20%。全年共发行
各类债券199只，合计融资1837亿元，发行
数量与融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28%和20%，
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比重高达96%，较上
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去年山东债券融资
1837亿元
占直接融资比重高达96%

□记者 杨 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13年12月31日，来自

我省11市的28家企业正式在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正式运营三周年之际，该中心
挂牌企业已攀升至291家，市值239亿元。
挂牌企业覆盖全省17市，涉及96个县(市)
区。去年，该中心共有156家企业挂牌，比
前两年挂牌企业的总和还多。截至目前，该
中心通过各种方式累计为企业实现融资逾
百亿元。值得注意的是，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中独具特色的地方
金融板已初具规模，挂牌企业达到6家。

鲁企挂牌股交中心
达291家
去年挂牌数超前两年之和

□ 本报评论员 任宇波

记者暗访发现，在个别地方的钢铁、水泥等行业，工艺简单
落后、高耗能、高污染、偷排偷放，且产能严重过剩。化解产能
过剩，就要瞄准落后产能这个“靶心”，在放任落后产能野蛮生
长和限制产能、保护环境之间作出正确选择。

落后产能何以生存？应当看到，一些代表落后产能的中小钢
企，面对严重过剩的压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发红火，秘密
之一就是“负担”比较轻。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占据农田，无所顾
忌地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气、废水、废渣，却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需要淘汰的小钢铁、电解铝等企业，往往是
一些地方的“看家产业”。谁也不愿让“钱袋子”旁落人手，总希望调
控调他人，淘汰落到别人头上，落后产能成了“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这也是一些地方无视法律法规，无视破坏环境、损害身
体健康，而对落后产能溺爱保护的根子。

产能过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环保问题和社会
问题。淘汰落后产能，不仅是简单的产业“加减法”，更是一个
法律问题，需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破解局部与整体、长远与当
前、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敢于动真碰硬，就要严格执行
行政许可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背水一战
的勇气，敢亮剑，勇担当，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全面清理整
顿已建成的违规产能，对污染企业、低小散企业、落后产能企业
坚决整治、淘汰、调整，不能让落后产能野蛮生长。

不能让落后产能
野蛮生长

——— 求解过剩产能之二

2013年3月26日，本报一版头条曾刊发
《曲阜公开交办“群众最不满意十件
事”》的报道。曲阜按惯例每年都会确定
十件为民实事,但与以往由部门拿出调研意
见、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老路子不同,2013
年初，曲阜开门纳谏,通过网络、电话、问
卷等形式发动群众揭丑亮短 ,并据此敲定
2013年重点民生工程。曲阜发放调查问卷764
份，拨打群众电话2092个。经相关部门梳理
归纳,最后选出的“群众最不满意十件事”。曲
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研究，分别制定具体
解决方案及承办人员、办理时限。

■新闻链接

曲阜公开交办
群众最不满意十件事

□记者 王 原 江昊鹏 报道
本报济南1月4日讯 今天上午，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

作展开，1月6日结束。全省有15 . 5万余人参加，共设考区34个、考
点132个、考场5196个，全省共抽调监考教师10392人，省派巡视员
和巡考检查员123名。

据介绍，我省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经全省34个报考点
现场信息确认的考生有160052人，比去年减少了12414人，减幅为
7 . 2%。报考我省36所研究生招生单位的考生共有78204人，比去年
减少8509人，减幅为9 . 8%。其中，学术型学位43885人，比去年减少
9911人，减幅为18 . 42%，全日制专业学位34349人，比去年增加1432
人，增幅为4 . 35%。2014年我省准考人数159888人，去掉推免生4723
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155155人。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研究生考试报名首次取消了“不超过40
岁”的年龄限制，并规定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
划的新入学的全日制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现阶段全日制学术学位
研究生的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年硕士生不超过人民币8000元、博士
生不超过1万元。这意味着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将全面实行。

此外，今年的研究生考试采用多种高科技装备来防止作弊，被
誉为“史上最严”。记者了解到，今年考研“一题多卷”在去年思
想政治理论、英语(一)、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4科的基础
上，新增西医综合和中医综合2科，一题多卷增至6科目。

山东15 . 5万人参加硕考

报考人数减幅达7 . 2%
◆今秋起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

◆首次取消年龄限制

“雪龙”被困已有多套突围方案
国家海洋局24小时与船只保持联系

 国际·国内·7版

3 论丛周刊

论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既然两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

的优秀成果，必有可通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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