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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小菊 通讯员 郑茂霞 魏晓敏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审计厅获悉，我省将统

一组织对全省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审计调
查，审计范围涉及青岛、临沂、烟台、济宁、东营、泰安、威
海、滨州等8个市本级及所属县（市、区）。据悉，这是我省首
次集中审计自然保护区。

此次审计以“摸清底数、揭示问题、促进保护”为总体思
路，围绕发挥自然保护区在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中的作用，
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情况，审查有无专门的管理机
构，是否定期开展生态、资源、环境等各项监测活动，检查保护
区边界线及“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界线范围是否清楚，保
护区内的土地、海域、水域权属是否明确清晰。

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区管控情况。检查核心区和缓冲区是否存
在未经批准擅自进入的情况，实验区是否存在未批先建、批建不
符的项目；审查自然保护区内是否存在砍伐、捕捞、开矿、采
石、挖沙等行为，核心区、缓冲区是否存在水电开发、房地产、
旅游开发建设等破坏资源和环境的活动，对已经存在的开发建设
活动是否予以关停或关闭并实施生态恢复；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前
已存在的居民点、农田、旅游等生产开发活动，关注是否依法规
范、退出。

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区资金管理使用和工程项目建设绩效情
况。关注上级和本级财政安排资金是否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是否
存在滞留、挪用等情况。关注生态保护修复、破损山体治理、废
弃矿坑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受损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推进情况
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重点关注工程进度缓慢，项目无环评手
续，不按规划进行施工、未达到预期效果以及项目资金使用过程
中存在的套取、浪费等问题。

同时，审计还将关注“绿盾2017”专项行动和中央第三环保
督察组反馈意见中关于自然保护区的突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严
肃查处管理责任不明确、履职不到位等问题。

我省首次集中审计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

□ 本报记者 齐静

2014年11月28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一
个临海住宅小区的出租房内，刚满20岁的
宋洋被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拘传。
由于难敌金钱诱惑，宋洋逐渐沦为台湾间
谍搜集我军事情报的工具，共搜集报送我
军事秘密机密级9项、秘密级4项，收取间
谍经费16万余元。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宋洋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
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
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

1994年出生的宋洋，曾在青岛某电子
企业打工。他花钱大手大脚，赚的钱根本
无法满足他的消费需求。急于赚钱的他在
多个网站发布了求职信息。2014年2月，一
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称自己是某杂志社
编辑“强哥”，可以给他提供一份工
作——— 给船拍照，每天100元，当天结。

网上觅来“美差”，宋洋觉得天上真的
会掉“馅饼”。于是，按照“强哥”的指示，他到
青岛港拍了一些货船的照片。他把照片发给

“强哥”后，对方要求他立即把邮件删除，
同时让他以后只拍“白色的船”。

对方所说的“白色的船”，其实就是
指军舰或者海警船。通过这一点，宋洋就
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其实是间谍，但是宋洋
收入不高，一直处于比较缺钱的状态，这
份额外的收入在宋洋看来挣得特别容易，

所以他抱着侥幸心理，继续按照对方的要
求从事情报搜集活动。

2014年2月初到3月，宋洋按照“强哥”的
要求，多次在青岛对停泊的军舰进行观测，
拍摄了大量照片发给“强哥”，“强哥”痛快
地汇来1000多元人民币。随着对方支付的报
酬不断增加，宋洋越来越沉迷其中，“强哥”
对宋洋的“工作能力”越来越满意。

为了“套牢”宋洋，“强哥”在金钱方面
十分“大方”，不仅支付宋洋工资、奖金、补
贴，还帮他在青岛胶南租房。当宋洋提出需
要购买笔记本、相机、手机等物品用于“工
作”时，“强哥”也毫不犹豫。面对赤裸裸的金
钱利诱，宋洋彻底沦陷。当“强哥”进一步提
出让他辞职到外地“出差”，专职去观测搜集
情报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014年5月到11月，宋洋先后到河北、
江苏、内蒙古等地军事目标区拍摄机场、
军港的相关资料，还对军事演习、战机起飞、
潜艇下水等情况进行实时观测，向“强哥”报
送照片182张、记录军舰动态情报信息的电
子表格6份。此时，“强哥”也更加大方，一次
性给宋洋汇来9880元经费。

半年多时间，宋洋按照“强哥”的指
令，先后流窜7省11市大肆开展情报搜集活
动，接受大量间谍经费，给国家安全和军
事利益造成了严重危害。就在宋洋死心塌
地为敌卖命，并为自己的“聪明”洋洋得
意之时，他的犯罪行径已经完全掌控在国

家安全机关的视线之中。
2014年11月28日，在国家安全部的统

一指挥部署下，山东省国家安全机关远赴
海南，在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的配合下，
一举将正在作案的宋洋抓捕归案。当场在
宋洋租住的房间内，缴获相机、录音笔、
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作案器材，用于接收
间谍汇款的银行卡3张，及大量还未来得及
发出的情报资料。经审查，宋洋交代了自
2014年2月以来，被台湾间谍机关策反，充
当专职“军事观察哨”的违法犯罪活动，
供认了曾先后赴青岛及省外重点军事目标

实施观测，非法向台湾间谍机关提供军事
情报资料，接受间谍经费共计163310元人
民币。经部队有关保密部门鉴定，宋洋涉
案情报资料共暴露我军事秘密机密级9项、
秘密级4项，依法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2015年10月15日，经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宋洋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
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
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
币。宋洋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4月22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深陷金钱诱惑最终走向囹圄

20岁青年流窜7省搜集军事情报

近年来，台湾间谍机关频繁通过互联
网对我境内人员实施策反发展。国家安全
机关前期破获的大量案件显示，涉案人员
大多是在网上招聘兼职或者交友聊天的过
程中，与台湾间谍人员认识，然后经不住
对方的金钱诱惑和感情拉拢，一步步陷入
敌人设计好的圈套。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
员郑重提醒，公民不要轻易在网上泄露个
人的身份信息，对于网络招聘、网络兼
职，要多加小心。对于有主动通过QQ、
微信来申请加好友的人，也要多加注意。

根据《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可以
决定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个人在一
定时期内不得入境；对背叛祖国、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缉、追捕；
有权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
况；对发现身份不明、有危害国家安全行
为的嫌疑人员，可以检查其随带物品；执
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可以配置特别通行标
志和警灯、警报器；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
的非法干涉。

维护国家安全应该注意什么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科技兴农、科学种田，是山东粮食
生产的一大特点。省农业厅的数据显
示，山东农业的科技贡献率63 . 2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3%以上，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

“跟着专家种地心里踏实”

9月15日，在德州市临邑县德平镇，
临邑县富民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
地里，玉米穗头上看不到虫眼。合作社
理事长魏德东说，这1000亩玉米地采用
了省农科院的一项“高科技”：用赤眼
蜂防控玉米螟，这样就不用打杀虫药
了，玉米的口感、品质提高很多。

提供蜂源和技术的是省农科院植保
所。该所研究员郑礼告诉记者，在玉米
苗期和抽穗期，每亩地分别施放5000
头、1万头赤眼蜂，成本只有每亩30元，
可消灭95%的玉米螟。

“跟着专家种地，心里踏实！”魏
德东说，合作社目前采用了大小十几项
农业技术，“虽然近年来生产成本提
高、粮食价格下跌，但依靠科学种田，
每亩能净挣300元左右”。

这几天，东明县马头镇麦丰小麦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国兴忙得够呛：
一边忙秋收，一边还要张罗扩大小麦种
植面积。近年来，他们与中国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合作，种出了富硒小麦，
研发生产出了富硒麦芯粉等6个品种的富
硒面粉。其中，用富硒济麦229做出的面
条卖到了16元一斤，供不应求。

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程
金亮告诉记者:“省农科院育成的小麦品
种‘济麦22’连续多年全国种植面积最
大，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玉米
种业龙头老大，在大田种植上，目前我
省的良种覆盖率达97%以上。”

土肥方面，山东省土壤肥料总站副
站长李涛告诉记者，我省2009年实现了
测土配方县域全覆盖，2014年启动耕地
质量提升工程，2016年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
节水农业和水肥一体化的意见》，目前
全省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400多万
亩，其中大田约有50多万亩。

盐碱地上发展智慧农业

9月16日，在利津县山东汇邦渤海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粱地里，副总经理
张华斌告诉记者，这里是中度盐碱地，
他们与省农科院合作，种出的高粱每亩
稳产在七八百斤，比传统种植多收二三
百斤。眼下，他们受贵州茅台镇多家酒
厂委托，种植了近万亩高粱。

汇邦公司还采用暗管排盐、激光整
地、超深松等技术，把撂荒十几年的近
十万亩重度盐碱地改造成亩产千斤的稻
田。对当地老百姓不相信能种小麦玉米
的轻中度盐碱地，他们和科研院所联合
攻关，把小麦、玉米都种到了亩产500公
斤以上，盐碱地变成了“吨粮田”。

不仅如此，汇邦公司还在向智慧农
业升级。他们在1万亩土地的表层土壤
里、“暗管排盐”的地下管网上安装了
传感器，实时监测盐分，农田节水15%

以上。前不久，汇邦从北京农林科学院引
进了一名院士，专攻数字农业。下一步，他
们将实现“天上用卫星、地上用设备、地下
用传感器”的全程智慧化耕作。

凭借科技手段，汇邦公司在17万亩
盐碱地上，愣是种出了近30%的利润率，
这在常规农业公司里处于较高水平。

在无棣西小王镇东黄村，棉花地里
白桃累累、丰收在望。在大家普遍“弃
棉种粮”的时候，“机采棉”给盐碱地
上的农民蹚出了新路。无棣县景国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景国说，合作
社采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利用
卫星导航播种、膜下滴灌、分层施肥、
化控株型等技术和装备，亩产有望达到
350公斤，比传统种植增产150公斤左
右。目前无棣全县已发展机采棉6万
亩。

省农机局监督管理处调研员王丰勇
告诉记者，目前，我省的小麦、玉米基本实
现了全程机械化，正在向其他作物拓展。
我省的农机保有量、农机合作社数量都居
全国前列，下一步，将推动农业机械化向

“全程、全面、高质、高效”方向发展。

基层人才断档有望补齐

省农业厅科技处四级调研员石敬祥
介绍，我省省、市、县、乡四级基本建
成了以政府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农技推广体
系。我省农业科研力量比较雄厚，有山
东农大、青岛农大、山东农业工程学
院、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等4所农业高
校，农科院体系也非常完整，省农科
院、各市农科院机构完备、力量较强。
2010年，我省响应中央号召，率先在全
国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建设”，围绕我省主要农产品，组建
了小麦、玉米、蔬菜、鱼类、藻类等27
个创新团队，每个团队设1名首席科学
家、若干岗位科学家、若干综合试验
站，整合全省优势科技资源搞攻关。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鹏，是玉
米创新团队的一名岗位科学家。他说，与
以往的“单打独斗”不同，创新团队中有育
种、栽培、植保专家，也有机械、食品加工、
农经专家，还有枣庄、烟台、聊城、菏泽等7

个综合试验站。大家紧紧围绕产业需求，
开展多专业协作，成果出得快、技术更成
套、能更快走向大田。他加入团队近3年
间，团队就筛选出了品种几十个、研发出
配套技术四五套。

省农业厅科技处二级调研员李咏告
诉记者，2012年以来，我省每年培训职
业农民10万人次，累计培训生产经营型
职业农民近15万人。2017年，我省在农
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绩效考评中
获得了全国第一名。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青黄不接、专业
技术人员比例偏低，是困扰我省农业科
技推广工作的一大难题。去年，我省出
台了《山东省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
伍建设的二十条措施》，大大提高了农
技推广质量效率。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
是，自2018年起，依托山东农大、青岛
农大、鲁东大学等3所高校，每年为全省
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免学费定向培养300名
基层农技推广人才。

“每年培养300人，再有七八年，每
个乡镇的农技站都有科班大学生了。”
石敬祥说。

山东农业的科技贡献率63 . 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

金秋时节说丰年，处处科技满眼

山村承办丰收节

在龙口市七甲镇庙曲家村，游客与村民一起挑担运粮感受丰收的喜悦。（□王世翔 从春龙 张大琪 报道）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丽媛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 据济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8个月，

山东对非进出口1116 . 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高于山东外
贸整体增幅20 . 8个百分点，占同期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 . 2%。

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势迅猛。民营企业进出口
实现865 . 8亿元，增长24 . 6%，成为我省对非进出口的主力，占
对非外贸进出口总值的77 . 5%。外商投资企业对非进出口145 . 5
亿元，增长31 . 3%。国有企业则有所下降。机电产品、传统劳动
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从进口商品看，原油进口占比逾7
成。

近年来，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推动对非洲出口。据世
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
济将增长3 . 2%，高于全球经济预计平均增长率。经济增长带动
消费需求扩大，前8个月，山东省对非洲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商
品90 . 7亿元，增长12 . 2%，推动对非洲出口增长。

国际原油价格回升则拉高自非洲进口值。原油进口“双权”
放开后，山东省地炼企业大量采购安哥拉、刚果产轻质原油，进
口量巨大，非洲成为山东省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原油为
山东省自非洲进口第一大商品，8月份，山东省自非洲进口原油
平均价格同比上涨29%，对自非洲进口值增长拉动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等红利推动下，山
东省内企业加速拓展非洲市场，深化在投资、经贸等领域的合
作，带动优势产能“走出去”。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推中
非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济南海关建议充分利用中
非合作论坛带来的贸易契机，深入研究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和重点
方向，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的
合作。

前8个月山东对非洲

进出口增长24%
非洲市场正成为山东外贸新增长点

□ 本 报 记 者 从春龙 王世翔
本报通讯员 张大琪

“马上要比赛了，我们提前把比赛
用的玉米都准备好，全挑大个的！”9月
12日下午，记者在龙口市七甲镇庙曲家
村见到赵彩云的时候，她正和几个姐妹
忙着把玉米棒子外边的一层“外衣”剥
掉。金黄的玉米在她们脚边铺了一地，
很是喜人。

为了庆祝我国第一个农民丰收节，
首届“七甲镇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1日
至23日在庙曲家村举办。山里娃画“我
心中的农民丰收节”绘画展、“丰收的
喜悦摄影大赛”、农产品交易会、农民
趣味运动会、刨地瓜大赛等八大活动将

热闹亮相。得知这一消息后，赵彩云主
动向党支部书记王忠益请缨：“比赛的
玉米我们来准备！”

庙曲家村位于龙口、招远、栖霞三
市交界，之莱山系的环抱之中。1994年
开始，就有招远等地的金矿陆续到这里
租地开黄金选厂，最多的时候有8个车
间。每年为村集体带来五六百万元的收
入。出于环保方面的考虑，去年村里的
黄金选厂都停了。

早在2012年，村“两委”已经意识到靠
黄金选厂不能维系村庄长久发展。“我们
用选厂的废石料回填沟壑，累计填出了
500多亩地。连填带整，村里多出了1000多
亩适宜耕种的土地。”王忠益说，村“两
委”到了浙江、福建、陕西等十几个省份

去取经，回来后将村里土地统一流转，成
立了佳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已经
种了500亩桃子，还有苹果、洋梨、地瓜、花
生，并养起了娃娃鱼。老百姓按流转土地
面积折股，年底分红。

得知要办丰收节，村民王丽燕两个
月前就开始忙活，“听说到时候有小吃一
条街，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卖点什么好。
地瓜干、地瓜叶熬菜、地瓜面窝头，让城
里人也尝尝咱农家菜。”前两年，村里盖
楼房，王丽燕告别了53平方米的平房，住
上了108平方米的楼房，心里别提多高兴。

“以后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我准备租个摊
位卖地瓜产品。这次丰收节呀，我先练练
手。”像王丽燕一样，村里的老百姓都在
摩拳擦掌，准备好好过个自己的节。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 今晚24时起，我国成品油零售价将迎

来今年以来的第11次上调，汽柴油价格每吨同步提高145元，折
合到每升涨幅分别为：92#汽油0 . 12元，0#柴油0 . 12元。此次调
整之后，山东汽柴油最新零售限价分别为：汽油92#7 . 64元/
升，汽油95#8 . 2元/升，柴油0#7 . 3元/升。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娜介绍，本计价周期以来，以热带
风暴、贸易风险、伊朗出口下降为代表的利好消息令国际油价上
涨，但OPEC、EIA两大月报下调未来需求增速，需求预期下降
的利空因素令油价高位回落，但是欧美国际原油价格整体呈现震
荡上涨走势。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始终处于正值范
围内，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二连涨将正式落实，本次
调价也是年内第11次上调。

据金联创成品油分析师徐鹏介绍，本次调价之后，今年以来
成品油零售价共计兑现18次调价，分别为11次上调、7次下调，
涨跌相抵之后汽油每吨累涨幅度为1025元，折合升价0 . 81元；
柴油每吨累涨幅度为990元，折合升价0 . 84元。也就是说目前92
#汽油和0#柴油与年初相比每升涨幅超过0 . 8元。成品油零售价
不断提高之后，终端消费者出行的用油成本出现明显的上升。以
一辆油箱容量为50L的家用汽车为例，明天开始加满一箱92#汽
油将比年初多花40元钱。

进入新一轮调价周期之后，金联创测算变化率将以负向窄幅
区间开端。下个调价周期变化率预计将窄幅波动为主，零售价再
次迎来上调的概率较小。

汽柴油价格迎“第11涨”

汽油吨价
年内累计涨千余元

本次调价，汽柴油价格每吨同步提高145元。（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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