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肩负全省660多万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重托

省党代会代表抵济向大会报到

□记者 卢 鹏 王世翔 报道
6月11日，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滨州代表团耿梅花、王月华、程洪燕（从左至右）等代表报到后，高兴地将出席证

佩戴在胸前。

□ 责任编辑 廉卫东 王建

□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肩负全省

660多万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托，
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17个市、省直
机关及解放军、武警共21个代表团的代
表，今天汇聚济南，向大会报到。

在各代表团住地，来自全省各行
各业的900多名党代表精神饱满，信心
满怀，对盛会充满期待。在接下来的
几天里，他们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共商山东发展大计，共绘经济文化强
省建设的美好蓝图。

青岛代表团的孙永红代表告诉记
者，一来到住地，就感受到大会的浓
厚氛围，也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他
说，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是我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和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
大会，对推动我省加快由大到强战略
性转变，实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领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
永红表示，将认真学习讨论党代会报
告，深刻领会大会精神，把省委的要
求带回去，贯彻好、落实好。

滨州代表团的张红霞代表已是第
四次参加省党代会，她说，大会将对山
东未来五年的改革发展提出新目标、新
要求，作为来自企业的党代表，她期待
这次大会能够做足新旧动能转换这篇
大文章，也期待通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
力，选举产生一个团结奋进、求实创新
的省委领导班子，带领全省人民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

日照代表团的袁洪钢代表是来自

农业科技一线的代表，参加这次大
会，心情非常激动。他最关心的是大
会在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农业“新六
产”方面将提出什么新精神、新措
施。他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给家乡
的广大茶农和科研人员，同大家一起
搞好当地茶产业，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更多绿色优质农产品。

在代表住地南郊宾馆，记者看
到，会场、房间、活动场所等室内外
环境干净整洁，为代表们提供了良好
的工作和休息环境。宾馆工作人员以
饱满的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迎接代表
的到来，并提供优质高效的人性化服
务。据了解，同时承担大会接待任务
的山东大厦、政协大厦、舜耕山庄、
珍珠泉宾馆、蓝海御华大饭店、颐正
大厦，也都做好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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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主招生启幕

多所高校扎堆考核
自招测试“撞车”意味着，报

考多所大学的考生只能选择一所

院校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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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 川
通讯员 王南方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记者从省农机
局获悉，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省累计上
阵小麦联合收割机13 . 8万台，日收获小麦
610万亩，连续四天日收获小麦过500万
亩，累计收获小麦4602万亩，占应收面积
的80%，预计6月18日左右全部收获结束。

农业部门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夏粮播
种面积5767万亩，同比增加21万亩，预计
夏粮产量470亿斤左右，占全年粮食产量
一半以上。

受前期风雨天气影响，济宁、滨州、
济南、淄博等10市部分地区小麦出现不同
程度倒伏。为减少灾害损失，各级农机部
门调配带有或加装扶禾器的收割机械支援
受灾较重的市、县，并针对部分地方麦田
湿度较大的实际，适量调配履带式收割机
进行抢收。省农机局还组织有关专家提出
农机抢收倒伏小麦指导意见，并通过
12316短信平台推送给3万多机手。

通过“互联网+农机”模式，推行精
准信息服务，是今年“三夏”的亮点。据
不完全统计，全省共落实农机作业订单

8000多份、订单作业面积4000多万亩。济
南、青岛、济宁等市还依托农机通等手机
软件，探索出“滴滴打机”、网约作业的
麦收新模式，通过机载检测仪精准收集作
业亩数和作业轨迹，直接算出农户所要支
付的钱数，解决了作业面积结算纠纷。

抢收小麦的同时，玉米机播加速推
进，全省农机部门大力推进小麦机收、秸
秆处理、玉米机播全程机械化作业模式，
力争成熟一亩、收获一亩、播种一亩。目
前全省累计投入玉米播种机17万台，已播
玉米270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61%。

省农业厅提醒，各地应在巩固优势产
区玉米种植基础上，积极调整和优化玉米
种植结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度发展青贮玉
米、鲜食玉米等，保持粒用玉米生产大体
稳定。具体来看，一是在生产条件较差、
产量低而不稳的区域，积极改种杂粮杂豆
和薯类等耐旱作物。二是在养殖业发达的
地区根据需求发展饲草，粮饲兼顾，改善
种植结构。三是适度发展糯玉米、甜玉米
等鲜食玉米，提高经济效益。四是提倡玉
米大豆、玉米花生间作或轮作，发挥豆科
作物的固氮养地作用，提高效益。

我省4602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6月18日左右全部收获结束，“互联网+农机”成亮点 ◆玉米预播面积超六成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4月份，全省“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天数平均为22 . 2天，同比增加4 . 1天；
空气质量优良率平均为71%，同比增加
29 . 1个百分点；按照21项全指标评价，列
入国家“水十条”考核的83个地表水考核
断面中，仅有6个尚未达到2017年度水质

目标。
在一个月一个月的数据通报和形势研

判中，能够看到山东环境质量一步一个脚
印、持续踏实改善的进程。环境质量正在
广泛影响着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近年
来，山东环保系统紧紧抓住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这一总目标，着眼大局，统筹谋划，
协同创新，科学施策，推动山东环境质量
连年改善和提升。

截至2016年底，全省大气环境质量和
水环境质量分别连续4年和14年同比改
善。4项大气主要污染物PM2 . 5、PM10、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
别改善32 . 7%、25%、50 . 7%、20 . 8%，从

2013年开始的“跨越八年的蓝天梦想”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2016年，全省“蓝天
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248 . 9天，同
比增加34 . 2天；全省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平
均为207 . 7天，良好率为56 . 9%，同比增加
8 . 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平均23 . 1天，同
比减少6 . 8天。

水环境方面，省控重点河流在2010年
全部恢复鱼类生长的基础上，2015年底基
本消除劣五类水体，水环境质量主要指标
连续14年持续改善。截至2016年底，全省
COD、氨氮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改善
5 . 8%和22 . 1%；52个地表水考核断面的水
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62 . 7%；劣五类断面数量同比下降59 . 1%，
淮河流域率先全部消除劣五类水体；南四
湖由重污染湖泊晋升为全国水质良好湖
泊，近岸海域消除劣四类海水；在国家淮
河、海河流域治污现场核查中，分别赢得
九连冠和七连冠。

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治霾力度不断加强。2016年，全省累计关停
燃煤小火电机组120万千瓦，淘汰燃煤小锅
炉7969台，完成300万吨民用洁净型煤和兰
炭替代，推广民用节能环保炉具20万台，加
强了燃煤污染的源头控制。同时，深化工业
大气污染治理，完成197台单机10万千瓦及
以上燃煤机组、 （下转第二版）

环境质量改善一步一个脚印
山东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分别连续4年和14年同比改善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建设

发展，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来鲁创业，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
制定出台《山东省实施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园项目认定和管理
暂行办法》，对每个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园奖补资金累计最高
可达500万元。

根据《办法》，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园奖补标准，在给予
200万元的基本奖补资金基础上，每增加1户留学人员创业实体，或每
引进培养1名“泰山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等省级高层次
人才，或每组织承办1次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交流活动，分别增加10
万元奖补资金；每增加1户成功进入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新三板、创
业板、中小企业板等挂牌融资的孵化企业，或每引进培养1名“千人
计划”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分别增加15万元奖补资金；每有1项科
技成果取得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或每有1项科技成果填补国内、省
内高新技术领域空白，分别增加20万元奖补资金。

每个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园奖补资金累计不超过500万
元。奖补资金主要用于为进驻企业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创业项目开
发、房租减免以及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管理运行经费。

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园实行动态管理。资金实行一次性核
定发放额度，授牌后首期拨付50%，第二年上半年复查合格的再拨付
50%。对运行情况达不到省级标准的，取消其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示范园资格。

省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园

最高可获奖补500万元

新华社“向阳红09”船6月11日电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11日
在西太平洋雅浦海沟进行了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的第9次下潜，
最大潜深6583米。

这是“蛟龙”号出海以来的第151次下潜，也是“蛟龙”号自
2013年开展试验性应用航次以来的第100潜。2013年6月，“蛟龙”号
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在南海进行，6月17日完成作业区的首次下潜。
出发前，“蛟龙”号在江苏江阴进行了一次海上演练，如果算上这次
演练，“蛟龙”号试验性应用阶段已经下潜100次。

从2013年开展试验性应用航次以来，“蛟龙”号已经在中国南
海、东太平洋海盆区、西太平洋海沟区、西太平洋海山区、西南印度
洋脊、西北印度洋脊等6大海区深潜过。

试验性应用阶段之前，“蛟龙”号从2009年至2012年进行了51次
海上试验。其中，第50次下潜创造了7062米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
潜深纪录。

此次在雅浦海沟完成的下潜，海底作业3小时15分钟，获取玄武
岩岩石样品3块，近底海水8升，沉积物样品8管，生物样品海星1只，
完成了环境参数测量，同时拍摄了大量海底视频资料。本航段现场指
挥部决定，13日在雅浦海沟进行本航段最后一潜，这也将是试验性应
用阶段的“收官之战”。

“蛟龙”号完成

试验性应用100潜
已在中国南海等6大海区深潜

□新华社发
6月11日，工作人员为“蛟龙”号系主缆，准备将其回收。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

国足明晚战叙利亚
由于此前比赛“欠债”太多，

中国队此役只有取胜，才能保住

仅存的理论出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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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填补学生

管护空窗期
相比社会上的托管班，中小学

校课后服务更让家长放心……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2017年山东省节能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

主题是“节能有我 绿色共享”。全省将举办16个专题的活动，涵盖
企业、机关、学校、农村、社区、军营等多方面，让社会公众多渠
道、多形式了解节能知识和做法。

据介绍，去年我省万元GDP能耗下降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年均目标任务，其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86 . 1%，达到历史最好
水平。今年，我省将继续做好“加减法”，一手抓结构调整和节能降
耗，一手抓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确保完成年均降低3 . 66%
的节能强度任务，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86 . 5%，节能环保产业实
现销售收入7100亿元。

节能宣传周将举办16个专题活动

今年我省节能环保产业

销售收入将达7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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