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中俄启动地中海联合军演
◆系我海军离本土最远的演习 ◆两国均派出主力舰艇

□新华社发
5月11日，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15(Ⅰ)”军事演习开始仪式上，中俄双方参演官兵整齐列队。

演习将持续至21日，有分析称，此次演习规模虽然比较有限，但这将是中国海军“离本土最远的一次演习”。

□记者 滕敦斋 齐 静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1日讯 今天下午，全省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在济南

召开。会前，省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工作汇报，省委书记姜异康作出重
要指示。省委常委、秘书长雷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姜异康指出，机关党建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以来，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做了大量工作，推动省直机关党的建设取得新的进
展。下一步，要围绕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加强机
关党的建设，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一步转变作风、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在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雷建国在讲话中强调，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思想理论武
装，深刻把握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聚精会神抓好机关
党建。要积极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走在前列”、全面
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省，切实发挥好职能作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抓手，持续深入
推进作风建设，不断把机关党的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全省机关

党的工作会议召开
姜异康会前提出要求

□宋 涛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1日讯 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5

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5月19日在济
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柏继民主持会议；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才利民，副主任贾万志、温孚江、尹慧敏、于建成、
宋远方，秘书长翟鲁宁出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的有关问
题，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建议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
议的主要议程为：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条
例（草案）》、《山东省循环经济条例（草案）》的议案，书面印发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审查《淄博市招标
投标条例》、《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淄博市承
压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淄博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的决定》；听取审议省政府关
于全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关于这个报告的初审意见；听取审议省政府关于落实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大气污染防治情况审议意见及专题询问后重点问
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下转第二版）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决定省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5月19日召开

□滕敦斋 王福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促进高层次人才向基层和生产一线流动，助推县

域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启动实施西部经
济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科技副职选派工作，今年将选派79名
高层次人才到有关县（市、区）政府挂任科技副职。

按照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等9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对西部经
济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人才支持的意见》要求，自2015年开
始，每年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选派高层次人才到西部经济隆起带59
个县（市、区）和扶贫开发任务较重的18个县（市、区）政府挂职担
任科技副职。

科技副职挂职时间为一年，主要分管或协管科技、产业、金融、
人才等工作，负责推进产学研深入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水平，引进培育急需紧缺人才，指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挂
职人选一般应获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两年以
上工作经历，本人和派出单位与挂职地具有一定产学研合作基础或良
好合作前景。挂职岗位需求和有关政策详情，可登录“人才山东”网
站（http: //www.rcsd.gov.cn）查询。

助力西部经济隆起带

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

我省选派79名高层次人才
挂任县科技副职

□ 本报评论员 孙秀岭

经济下行压力大，是对工作状态的新
挑战、新考验。压力越大、困难越多，越
需要坚持积极作为，坚持科学思维，营造
“积极而科学”的工作新状态。

要有新状态，首先要调整心态。“两
位数”变为“个位数”，有些指标创20年
新低，不少同志面对突如其来的“下行”
没有思想准备，形势没能看清，问题没有
看透，工作劲头也受到削弱。我们在调研
中看到，有的指标的确下滑了，但也有不
少指标正在上升，特别是那些反映结构调
整的重要指标的新变化，此消彼长，令人
欣慰。比如，GDP增幅回落同时，服务业
却得到较快增长，如我省中部某地，一季
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过半、服
务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首次过半；再
如，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的同时，民间
投资增长迅猛，多个城市的民间投资占全
部投资比重接近90%；还如，煤炭、纺织
等行业不景气，但电商园区、电商平台等
一些新业态、新增长点发展势头迅猛。这
些数据的升降起落，表明经济结构趋于优
化，增长动力加速转换，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态势
正在形成。正确判断经济形势，认清经济
运行之“形”，把握经济发展之“势”，
就能理性辩证地看待下行压力，既看到困
难，也看到变化，既保持平常心，更保持
进取心。

要有新状态，必须有那么一股子拼
劲。与转型升级有心得的人交流，总能感
受到他们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志气、那股舍
我其谁的拼劲。那些在煤炭行业整体亏损
情形下赚钱的高科技洗煤企业，那些在炼
油行业不景气情形下赚取高额利润的高标
油制造商，那些在产能过剩市场低迷情形
下依旧供不应求的高档、节能、绿色的轮
胎生产者，他们的好产品都是干出来的，
他们的好日子都是拼出来的。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实质上是与难题对抗、与矛盾较
量，比拼的不仅是方法与手段，更是比精
神、比状态。因一时下行而犹豫彷徨，该
出手时不出手，“好政策停留在纸面
上”，资金趴在账上“打呼噜”，经济运
行怎能顺畅有力？为了短期利益或局部得
失，没有勇气砍掉效益低下的过剩产能，
没有魄力换掉排放高、污染重的“老
鸟”，经济发展如何凤凰涅槃？对一个地

方来说，人的干劲拼劲对经济走向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昂扬
锐气就没有经济景气。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扩大有质量、有效益、补短板、可持
续的投资，攻克经济结构偏重、产业链条
偏短、产品层次偏低的难关，啃下那些触
及利益深处的硬骨头，必须要有那么一股
子劲，那么一股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闯
劲，那么一股放开手脚、甩开膀子的干劲，
那么一股坚韧不拔、水滴石穿的韧劲，那么
一股同心协力、众人拾柴的心劲。

要有新状态，必须有一种科学态度。
经济下行，让粗放增长顽疾充分暴露，也
使那些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种种弊端和经济
风险逐步显性化，人们不熟悉的新情况新
问题也越来越多，对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
新要求。过去对微观经济干预较多，不少
同志把主要精力用到招商引资、上项目
上，给政策，给优惠，给超国民待遇，如
今则要调整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以往借
助互联互保等金融手段，能够推动企业跨
越发展，当下则要谨慎对待，注意防范和化
解各类风险；过去对过剩产能、落后产业、
僵而不死的企业，热衷于采取地方补贴等
措施，搞的是“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现在

则要让市场规律起作用，“腾笼换鸟”助
力新兴产业崛起。新常态下抓经济工作，
仅有一副热心肠或满腔干劲是不够的，更
为紧要的是要加强学习，提升科学素养和
专业能力，按经济发展规律去推动科学发
展，否则就可能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
达。越是面对下行压力越要讲规律，越要
尊重规律、研究规律、运用规律，遵循经
济增长的一般规律，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
规律，更多地用创新手段扭转结构偏重、
层次偏低的状况，探索产业链升级、价值
链延伸的新途径，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培
育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新产品、新
动力，更多地依靠深化改革助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热潮，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新状态，说到底就是那种新常态条件
下必备的精神状态。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
倡导积极作为，谋求发展的志气和浩气永
远不能丢，而目前亟需研究的是志气和浩
气到底该释放在哪里。我们需要一如既往
地坚持科学发展，而亟需研究的是在新的
发展背景下，自己的转调之路到底该怎么
走。保持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实事求是的
科学思维，无疑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备武器。

以新状态引领新常态
——— 二论科学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记 者 姜宏建
通讯员 孔 进 于 淼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1日讯 转方式调结构
的成效越大，得到的省级奖励资金就越
多。我省创新实施与各市转方式调结构成
效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全省聚
焦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促进实现工作指导重大转变。日前，我省
出台《省级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并拨
付20亿元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

省级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根据
各市服务业发展、节能减排、城镇化水平
以及财政运行质量等4项经济发展质量指
标完成情况，按因素法进行分配。服务业
发展越快、节能环保成效越大、新型城镇
化水平越高以及财政运行质量越好的市，
得到的省级奖励资金越多。

“省级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
是我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一项重要创

新。”山东省财政科研所所长崔宗涛认
为，“这一制度对激发市县转型发展动力
和活力、促进全省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将
起到积极作用。”

据介绍，省级激励性转移支付，是指由
省级预算安排的，用于对转方式调结构成
效明显地区奖励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
范围为全省17个设区市，5月1日起施行。

激励性转移支付按因素法切块分配到
市，省财政要求各市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将省级资金主
要分配到县级，其中分配给省财政直接管
理县（市）的资金，一般不得低于所辖县
（市、区）的平均水平。

我省明确规定，市县财政部门要将省
级资金统筹用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以及落
实重大民生政策，严禁用于“三公”经费
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严禁投向一般竞争
性领域。对违反规定的，省财政厅将约谈
相关市县财政部门负责同志，责成其限期
整改。对整改不力的，省财政厅将扣减该
地区下一年度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

我省要求，市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向同
级人大报告激励性转移支付分配、使用和
管理情况，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开相关资金
管理办法、分配结果等情况，主动接受人
大和社会监督。

我省建立与转调成效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转调成效越大，省级奖励资金越多
◆拨20亿元作激励 ◆引导各地聚焦经济转型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本报讯 日前，省委决定：张江汀同志不再担任中共烟台市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孟凡利同志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

孟凡利任烟台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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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立查三厅官

均涉嫌受贿罪
这是我省检察机关第二次一天

之内公布立查三名厅官……

3 今日关注

汽柴油价格

年内“三连涨”
折合90号汽油和0号柴油，油价

每升分别提高0 . 19元和0 . 21元……

3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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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统筹用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以及落实重大民生政策

噪严禁用于“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

噪严禁投向一般竞争性领域

使
用
要
求

主要根据这4项指标完成

情况，按因素法进行分配

制图：于海员

山东4月CPI同比涨1 . 3%
◆较上月涨幅扩大0 . 1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触底反弹上涨逾一成
□记者 袁涛 通讯员 孙亮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1日讯 受上年翘尾因素增加影响，山东市场4月份

物价涨幅有所扩大。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
与上年同期比，4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 . 3%，较上月涨
幅扩大0 . 1个百分点。

4月份，全省食品类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与上年同期比，全省食
品类价格上涨1 . 8%，涨幅较上月扩大0 . 7个百分点。随着猪肉价格触
底反弹，全省肉禽及其制品价格涨幅扩大，同比上涨4 . 4%。其中，猪
肉价格同比上涨11 . 9%，涨幅较上月扩大10 . 2个百分点。蛋鸡存栏量
高，加之近期气温回升明显，蛋鸡产蛋量增加，鲜蛋价格同比下降
11 . 5%。

随着气温回暖，鲜菜鲜果的种类和上市量增加，环比价格大幅回
落，但与上年同期比，鲜菜价格上涨11 . 5%。

非食品类价格继续小幅回升。4月份，全省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
0 . 6%，涨幅较上月收窄0 . 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 . 1%。其中，建房及
装修材料价格同比上涨0 . 4%，环比下降0 . 3%；住房租金价格同比上涨
0 . 7%，环比上涨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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