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5日讯 齐鲁育精兵，

忠诚铸警魂。今天上午，全省公安机关
“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综合实战演
练暨誓师动员大会在济南举行。省委书记
刘家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龚
正出席。

省国防培训基地号角铮铮、警徽熠
熠，演练警员列队集结、英姿飒爽。大会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特警基础技能、
实战应用射击、无人机战法、火灾事故处
置、反恐处突等8个科目依次演练。练兵
场上，实弹射击弹无虚发，特战精英勇猛
善战，反恐处突冲锋在前，火场救援不畏
艰险，事件处置坚决果断，全面展示了警
务实战训练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了我省

公安民警和现役官兵训练有素、敢打必胜
的过硬本领和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精神
风貌。在随后进行的警力集结环节中，22
个人员方队及特种车辆、无人机方队依次
经过主席台，他们精神振奋、士气高昂，
展现了打赢十九大安保维稳硬仗的必胜信
心。6000多名参演人员代表全省12万公安
民警和现役官兵庄严宣誓，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维护稳定、服务大局，坚
决打赢十九大安全保卫仗。

刘家义在讲话时指出，近年来，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现役官兵始
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听党指挥，扎实开
展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
队伍正规化建设，着力打造平安警务、数据

警务、规范警务、民生警务，为全省改革发
展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家义强调，我们党即将召开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的十九大，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和全体公安民警、现役官兵要进一步增强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切围绕十九
大、一切服从十九大、一切捍卫十九大，
扎实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各项工
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希望同志们始终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
心地位、领袖权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
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希望同志们始终强化能力建设，科
学训练、实战训练、刻苦训练，不断提高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水平，有效应对
各种挑战，做到凡战必胜。希望同志们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承发
扬优良传统，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切实做到人民公安爱人民、人民公安
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始终保
持高昂斗志和优良作风，坚决打赢十九大
平安保卫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市领导胡文容、林峰海、白泉民、
吴鹏飞、王忠林，驻鲁部队领导赵冀鲁、
李苏鸣，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主持大会。

全省公安机关“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
综合实战演练暨誓师动员大会举行

刘家义讲话 龚正出席

□ 本报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8月24日下午，省立医院小儿骨科病
房，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还认得爷爷吗？”
“认得，您是刘爷爷，前些天还到过

我家呢。”
刚做完手术三天的小姑娘冯春雨，兴

奋地从病床上坐起来，略显苍白的脸上露

出甜甜的笑容。
小春雨口中的“刘爷爷”，就是一直

牵挂着她的省委书记刘家义。
首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前夕，刘家义专

程到医院看望小春雨。在病床前，刘家义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关切地问，手术疼
不疼，现在感觉怎么样，叮嘱她要好好养
病、乐观坚强。懂事的小春雨不住地点
头：“刘爷爷，我坚强。”刘家义又仔细
询问治疗方案，叮嘱医护人员精心照料，
让孩子早日康复。

小春雨第一次见到刘爷爷，是在半个
多月前。8月3日，刘家义到单县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在马寨村贫困户刘传合冯桂玲

夫妇家中，了解到8岁的小春雨是刘传合
夫妇领养的孩子，因患有先天性残疾，双
腿无法站立，虽聪明伶俐，却一直没能入
学。

看到小春雨在母亲怀中轻声撒娇、母
女感情特别好，刘家义很受感动，称赞冯
桂玲待孩子如亲生闺女一般，嘱咐当地同
志彻底查清病因，只要有希望，就要全力
治疗，让她健康快乐成长。

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8月11日，刘
传合父女来到省立医院。医院马上组织专
家会诊。21日，小春雨接受了手术治疗。
主治医生告诉刘家义，手术很成功，再辅
以康复训练，孩子有很大希望站立起来、

正常行走。
让小春雨兴奋的是，刘爷爷还给她

带来了礼物：书包、铅笔盒和一只可爱
的毛绒兔玩具。拿着崭新的文具，小春
雨爱不释手。因为她知道，康复后就可
以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到村里的学校
上学了。

看着高兴的女儿，刘传合眼含热泪，
激动地连声感谢：“多亏了刘书记和政府
关心，孩子以后有盼头了。”

临走时，刘家义鼓励小春雨：“今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坚强。”小春雨
朗声道：“嗯，坚强。”

刘家义对小姑娘高高竖起大拇指。

“刘爷爷，我坚强”

□记者 袁涛 王川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5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主持召

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
组第十次会议精神，讨论并原则通过《山东省环境保护约谈办法（送
审稿）》，审议并同意授予6位外国友人“山东省荣誉公民”称号，
研究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市县流转使用支持脱贫攻坚和黄河滩区脱贫
迁建等工作。

会议强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的一项重大任务。要站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不折不扣
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大局作出应有贡献。要进一步聚焦重点，盯紧燃煤控制、清洁
采暖、小锅炉清零、散乱污整治、机动车污染控制、错峰生产等重点
工作，逐项梳理，细化措施，确保各项任务按期完成。要进一步强化
问责，以严格的问责传导压力，倒逼环境问题整改和措施落地。管行
业就要管环保，管发展就要管环保。要积极担当、主动作为，守好
“主阵地”，种好“责任田”，强化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形成环境
问题整治攻坚的强大正能量。

会议指出，环境保护约谈是依法督导环保责任落实的有效行政措
施。要抓好环境保护约谈办法的贯彻执行，及早发现突出环境问题，
该约谈的必须约谈。要建立群众举报受理长效机制，注重约谈成果运
用，使环保约谈真正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督导机制，确保环保工作严在
平常、持续改进。

会议审议并同意授予谢尔盖·伊万赫年科、马丁·哈姆·瑞德、马
尔科·帕迪尼、曾繁如、巴里·贝克、约翰·文等6位外国友人“山东省
荣誉公民”称号。

会议听取了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和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65个县（市、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在省域内流转使用。会议要求，要足额保障脱贫攻坚和黄河滩区
迁建的增减挂钩规模，节余指标收益要及时返还贫困地区。要尽快制
定实施细则，统筹管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按照公开、公平、有偿的
原则，引导节余指标合理流转，确保把好政策用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龚正主持 研究贯彻落实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小组会议精神等工作

□ 责任编辑 廉卫东 孙先凯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5日讯 截至今

天，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第五批信访件共计200件（来电124
件、来信76件）中，因2件涉及不同
市，实际交办202件，已办结190件，
现予以公开；正在办理12件（其中济
南6件、烟台2件、潍坊1件、日照1
件、莱芜1件、临沂1件），待办理完
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开。

已办结190件案件中属实162件，
不属实28件。办理情况：责令整改
3 0 0家，立案处罚6 2家，罚款金额
6 8 1 . 9 7万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
件，刑事拘留3人。对相关责任人员
约谈65人、问责66人。

中央环保督察组

第五批转办信访件

已办结190件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

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

览表(第五批)见4-5版、9-20版

中央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

第十四批信访件304件

◆涉及省级1件，涉及各市

303件。涉及环境问题642个

 要闻·2版 □ 本 报 记 者 白晓 宋弢
本报通讯员 刘伟

在人们印象中，总经理就是负责赚
钱的。在钟玉华看来，总经理主要是负
责算账，算好账才能赚大钱，赚钱必须
得会算账。

钟玉华是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在他的账本上，过去总是在收支
之间舞枪弄棒，写满了“开源”和“节
流”。如今他的账本上，多了一笔“减
排交易账”。

“以上个月为例，剩余排污权指标
COD1071千克、氨氮110千克、二氧化硫
103千克、氮氧化物68千克，挂网销售至

少值6000元，一年下来就是7万多元。”
钟总经理算起账来轻车熟路。

福生食品的这笔收入，源于去年胶
州开始试点的排污权交易，可谓是地地
道道的“治污红利”。在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确定的前提下，胶州利用市
场机制，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入和卖
出，以此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青岛作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
市，将试点工作放在了胶州。”胶州市
环保局局长吴焕香介绍，从去年开始，
胶州在19家重点排污企业安装总量管理
控制一体机20台，在36家废水排放单位
安装流量计和数采仪，准确计量企业排
污情况。同时投资8900万元建设环保物
联网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云计算平台，
实现了对重点污染源等的自动监测。

“如果想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就
需要更多的排污权指标，新增指标需求

主要来自已有生产线的治污减排，不足
部分，就从排污权交易市场上买。”钟
玉华非常认可这笔“减排交易账”。

胶州市环保局排污权交易中心主任
李本玉介绍，当地的排污权交易有网上
竞价、现场竞价和协议转让3种方式，
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李本玉说，当企业
的排污额度用完后，可以通过总量控制
系统关闭排污阀门，中止企业排污，从
而形成一个闭环联动的过程。而整个系
统的数据采集、传输、统计、利用均由
云计算中心自动完成。

在吴焕香看来，排污权交易的政策
支撑是有偿排放，实现了自然资源的资
产化，倒逼排污企业转型升级，并通过
新工艺、新技术，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
排放，实现区域治污减排的目标。

“好制度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让好
人变坏，”钟玉华说，“减少污染，创
造效益，大家的积极性自然更高了。”

钟总经理的账本上，如今增加了“减排交易账”———

少排污就是多赚钱

洋小伙镜头里的

绿水青山
◆亚历山大将荣成的风光

照片传到网络，引来高点击量

 要闻·2版

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同时拥有山、海、泉、岛、林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特色十分鲜明。 □记者 肖芳 报道

及新锐大众客户端

相关报道见3版

赛里木湖畔的生态守夜人
◆2012年，赛里木湖被纳入全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15

个重点支持的湖泊，争取实施了45个湖泊生态保护项

目，总投资7 . 23亿元

◆2013年起，赛里木湖核心景区实施禁牧16．45万亩，

600多户牧民、12万多头牲畜全部迁出异地安置

 国际国内·6版

□记者 姜宏建 通讯员 孔 进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5日讯 今天，山东省省直各部门分别向社会公开

了2016年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省财政厅汇总公开了省级
“三公”经费决算总额。

近年来，山东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各项要求，大力压减
“三公”经费，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成效持续显著。从公开情况
看，2016年省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决算数为2 . 36亿元，比
年初预算数减少0 . 65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 . 68亿元，比年
初预算数减少0 . 0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 . 43亿元，比年
初预算数减少0 . 2亿元；公务接待费0 . 25亿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0 . 36
亿元。

省直部门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公开部门决算和本部门“三公”经费
决算的同时，也统一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山东省预决算公开平台”
栏目进行了集中公开。今年省级公开部门达130个，涵盖了除涉密部
门以外的所有省级部门。公开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往年相比，今年各
部门增加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与上年决算收支变化等多项信
息。公开的决算表格进一步细化完善，数据展示更为直观和一目了
然，更加便于公众查阅和监督。

省直部门公开2016年决算
和“三公”经费决算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获悉，全省煤矿安

全“体检”工作全部完成，本次安全“体检”持续5个月，对全省正
常生产建设的123处煤矿和正常经营的30处煤矿上级企业全面“体
检”，实现矿业集团全覆盖、矿井全覆盖、专业领域全覆盖、作业地
点全覆盖、生产系统全覆盖、自检审核全覆盖等六个全覆盖。

针对本次安全“体检”，全省组织成立了16个煤矿安全“体检”
组，组织监察监管人员和相关专家1350人次，下达执法文书1223份，
出具安全“体检”报告153份，查处隐患和问题5027条；行政罚款
816 . 4万元；责令停止采区作业1处，局部停止作业31处，其中采煤工
作面10处，责令停止设备使用24台（件、套）。

我省123处煤矿

全部完成安全“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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