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鲁塞尔连发爆炸

“欧洲心脏”遭重击
爆炸已导致34死187伤，IS宣称

负责，法国总理称欧洲处于战争

状态……

5 国际国内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3月22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胜
利，很关键的一条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
动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围绕形成有利于落
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
度，直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矛盾和
挑战，对准瓶颈和短板，精准对焦、协同
发力，努力在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发展平
衡、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
共享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
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关于

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
见》《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
见》《关于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
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意见》《关
于加强和规范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会议强调，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国有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和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是落实全面依

法治国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选择符合实际的组织形式、工作模式、管
理办法，突出重点、分类施策，体现科学
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积极稳妥组织实
施。要重视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作用，健全相关工作规则，严格责
任制。

会议指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目的是保护好绿水青山，让受益者付费、

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促进保护者和受益
者良性互动，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
积极性。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探索建立
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扩大补偿范
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逐步实现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
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
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强调推动改革举措精准对焦协同发力

形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 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我省将选择有条件的市、县(市、区)
开展饲料作物种植与利用试点，扶持连片
3000亩左右青贮专用玉米种植10 . 8万亩；
连片1000亩以上苜蓿种植2 . 6万亩；“粮
改饲”示范县(市、区)青贮专用玉米及苜
蓿等优质牧草种植30万亩。

“‘粮改饲’就是把粮食、经济作物
二元种植结构改成粮食、经济作物、饲料
作物三元种植结构。”省畜牧兽医局局长
冯继康介绍。按照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山东省推进“粮改饲”试点促进草牧
业发展实施方案》，“粮改饲”的重点是
玉米，支持青贮专用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
种植，引导试点区域牛羊养殖从玉米籽粒
饲喂向全株青贮饲喂适度转变。

“目前，我省畜牧养殖以耗粮型的猪
禽为主，在全省肉类总产量中，猪禽肉所
占比率高达85%，牛羊肉不足15%。全面
提升我省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需要不断调
整和优化畜牧业结构，提高牛羊等草食动
物在畜牧养殖中的比重。”冯继康表示，
“但对于草食动物而言，饲草料占养殖成
本的70%，没有优质饲草料，牛羊养殖水
平上不去，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产业便不
可能发展好。”

据初步统计，2015年，全省奶牛存栏
130 . 6万头，肉牛存栏330 . 4万头，羊存栏
2235 . 7万只，每年全省苜蓿干草产量缺口

60万吨，青贮料缺口达1600多万吨。目前
全省饲喂全株青贮玉米及优质牧草的奶牛
仅占30%左右，肉牛、肉羊不足10%，远
远不能满足生产高档牛奶和高档牛羊肉的
生产需求。

为此，我省对于“粮改饲”试点确定
了短期及中长期两个目标。除今年要实现
的短期目标外，到2020年，全省青贮专用
玉米3000亩连片种植的面积将达200万亩
以上，带动全省种植面积达到500万亩以
上，实现青贮饲料基本满足草食家畜饲喂
需要；优质牧草（苜蓿）1000亩连片种植
的面积达20万亩以上，带动全省种植面积
达到100万亩以上，苜蓿等优质干草基本
满足产奶牛优质饲草需求。

我省将实施青贮专用玉米示范片建
设、优质牧草（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和
“粮改饲”示范县三项重点项目，均由市

场主体建设为主，各级财政部门可采取先
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予以鼓励支持。

“粮改饲”会不会影响粮食供给安
全？对这一问题，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刘
凤军明确表示，“粮改饲”不会影响粮食
供给安全。“粮改饲”是以玉米种植结构
调整为重点，不会影响主要口粮小麦、水
稻的生产，还可增加肉蛋奶的供应。

目前我省每年生产玉米4700万亩左
右，每年玉米产品在410亿斤左右。其中
粮食玉米有80%左右用于畜禽养殖业，玉
米秸秆有45%左右用于草食畜牧业的发
展。通过“粮改饲”试点，将玉米籽粒和
秸秆分开利用转变为全株青贮利用，可科
学解决秸秆过腹转化、循环利用和转化增
值问题，实现玉米资源就地转化、就近利
用，尽快构建起粮饲兼顾、农牧结合和种
养循环的农牧业生产结构。

优质牧草饲料缺口大，不能满足高档牛奶和牛羊肉生产需求

山东试点“粮改饲”40余万亩

□记者 郭 炉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 今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到2017年12月底全面完成国有林场改
革，确保实现生态功能显著提升、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和管理体制全面
创新的改革目标。

据省林业厅厅长刘均刚介绍，山
东省现有国有林场155处，干部职工
12984人，经营总面积252 . 81万亩，有
林地面积2 0 9 . 6 6万亩，公益林面积
191 . 08万亩，占有林地面积的91%。按
经营类型分：生态公益型林场150处，
混合经营型林场5处；按地形分：山区
林场108处，平原林场47处；按财政支
持情况分：全额拔款68处，差额拔款
40处，自收自支47处。

据悉，全省国有林场共计债务
15 . 4亿元，既有造林营林护林债务、
二三产业经营债务，也有拖欠的职工
工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近5
年职工年人均工资3 . 56万元左右，总
体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

刘均刚表示，国有林场改革，就
是要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
大目标，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
实现管护方式和监督管理体制创新，
推动国有林场发展模式由木材生产为
主转变为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由利
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转变为保护
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长效机制。

依据《山东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
方案》，今后两年的改革内容，首先
是要明确界定国有林场的生态责任和
森林资源培育管护方式。将国有林场
主要功能明确定位于保护培育森林资
源、维护生态安全。创新国有林场管
理体制机制。落实国有林场法人自主
权，林业主管部门要减少微观管理和

直接管理。在稳定现行隶属关系的基
础上，对同一行政区域内规模过小、
分布零散的林场，根据机构精简和规
模经营的原则重组整合为较大林场。

健全责任明确、分级管理的森林
资源监管体制。国有林场的林地等资
源由省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具

体由省林业厅负责实施，并根据隶属
关系实行分级管理和省、市两级资源
联动监管机制。探索建立国有林场森
林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经批准占用国
有林场林地的，应当按规定足额支付
林地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植被
恢复费和职工社会保障费用。

国有林场改革明年底全完成
推动国有林场发展模式由木材生产为主转为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在济

南会见了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一行。客人此次来山东主要是出席中
国联通“提速降费”工作推进会并进行调研。省政府秘书长蒿峰参加
会见。

郭树清会见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

□ 孙秀岭

连日来，一段“大众车违规并线被比亚迪车撞翻”视频，引发广
泛关注。视频中，一辆蓝色大众车两次变道，与紧跟其后的白色比亚
迪车发生碰撞，结果大众轿车被“撞”得四轮朝天，交警认定大众车
对事故负全责。

在网络留言中，“违规并线”受到普遍谴责，“撞了白撞”的观
点也有不少。视频清楚地显示，大众车违反了“各行其道”“不得强
行变线”“禁止压实线”等多条法规，“被撞翻”也激起了一些人
“以牙还牙”的原始冲动。

保护直行车辆的路权，是对规则的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
车违规，应当受到法律惩处，但不意味着违规被撞翻就合理。此事持
续发酵，更多在于比亚迪车主的不靠谱言论。作为整个事件的当事
人，他称自己撞车是在维护路权，“只要对方全责就去撞”，“曾以
同样方式撞过其他6辆车”。专案组调查认为，所谓“撞过6辆车”只
是吹牛，但是，比亚迪车主的偏激观点，引发了人们对路权与生命权
的深度思考。

交通安全，生命至上。一方面，违规变道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
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你违规变道，
我撞翻你”的想法，也实在要不得。

面对危险，理应珍惜生命，趋利避害。与其“我撞你”，何如
“我避让”？这种避让不是软弱，而是对生命的敬重，也是交通安全
法明确提倡的。维护路权，目的是为了维护生命安全，侵犯路权是对
生命安全的冒犯，但不是谁都可以当“马路侠客”，更不能鼓励打着
维护路权之名“以暴制暴”。

无论什么情况，安全永远第一，生命权永远大过路权。这，应当
成为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常识，每一位驾驶者都应为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健康负起责任。

生命权永远大过路权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周 洁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 眼下正是踏青赏花时，但上周（3月14日-3

月20日）却没能延续之前一周好“气质”，尽管全省PM2 . 5周平均浓
度仍低于100微克/立方米，但多地被轻霾持续笼罩，部分地市甚至又
出现重污染天气。新的一周，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周二到周三将
有降温和大风天气，“气质”有望回升。

上一周，全省17市“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2 . 5天，不
足之前一周的一半；重污染天气又开始出现，全省17市平均为0 . 9
天。综观17市每日AQI值，周五、周六两天多地集中出现重污染天
气，济南、枣庄、济宁、莱芜、聊城、菏泽等地污染较重。而德州从
周二到周五连续4天持续重污染，重污染天数列17市之首。一周日均
污染最高值出现在周六的聊城，AQI为266。

从PM2 . 5周平均浓度看，8市高于100微克/立方米，其中最高的德
州PM2 . 5周平均浓度达到154微克/立方米；威海、烟台、青岛3市
PM2 . 5周平均浓度低于50微克/立方米，其中威海以36微克/立方米继
续夺冠。

踏青赏花时

多地轻霾持续笼罩
本周中段冷空气将助“气质”回升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探

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扩大补偿范围，合理

提高补偿标准

加强儿科医务人员培养和队伍

建设、完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改

革、防治结合提高服务质量

遵循司法规律，建立公开公平

公正的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以

及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

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机制

1 2 3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落实新发展理念

明年畜禽养殖场户

退出禁养区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建20

个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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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南博鳌３月２２日电 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
新愿景”的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６年年会，２２日在海南博鳌开始举行。
来自６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１００名嘉宾参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２０１６年年会
共设置８８场讨论，包括１场开幕大会、５１场分论坛、１５场圆桌会议、
５场主题餐会、１０场对话创业者和６场电视辩论。

创新、创业是当前亚洲经济热词。论坛年会设置了１０场讨论，
对话创业者，分别聚焦前沿科技、先进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多
位来自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顶尖企业负责人将与嘉宾们分享创业
经历和创业体悟，并展望技术和行业的最新趋势。此外，博鳌亚洲
论坛２０１６年年会几乎涵盖了所有时下热门的“新经济话题”。

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６年年会举行

６２个国家和地区２１００名嘉宾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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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登录注册新锐大众

客户端，第一时间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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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山东现有国有林场共155处

干部职工12984人

经营总面积252 . 81万亩

有林地面积209 . 66万亩

生态公益型林场150处 混合经营型林场5处

按地形分山区林场108处 平原林场47处

全额拔款68处 差额拔款40处

自收自支47处

按财政支持情况分

按经营类型分

改革后林场发展模式

●由木材生产为主转变为生态

修复和建设为主

●由利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

主转变为保护森林提供生态

服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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