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山东要完成八年
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首要任务
是抓好污染源的治理。

大量燃煤是造成山东空气
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山
东的电力、化工、钢铁、建材、石
油炼化五大行业贡献的工业增
加值不足30%，但燃煤以及排放
的污染物却占整个工业的90%
左右。此外，日常生产生活方式
比较粗放，比如城市的建筑扬
尘、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的排
放等，都是造成大气污染特别是
城市空气质量恶劣的原因。

改善“气质”

重点是减燃煤

37轮竞价，这块热地在哪？
今年上半年济南土地市场频现30轮以上竞价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 (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新蕾) 7月天
不仅气温高，土地市场的温度同样
不低。17日，济南有4宗挂牌出让的
土地进入现场竞价环节，其中一并
出售的2013-G068和2013-G069
两宗土地，最终经过37轮竞价，被
海亮地产以8 . 4亿元拿下。

2013-G068和2013-G069两
宗土地一并出售，均位于槐荫区腊
山河东路东侧、兴福寺路南侧，在
济南西站片区处于较为优越的位
置，面积分别为42045平方米和
45322平方米，两宗土地总面积约
131亩。挂牌截止时，该宗土地共有
海亮地产和北京鸿启置业有限公
司两家公司报名竞争，两宗土地挂
牌截止时最高报价为鸿启置业报
出的5 . 902亿元。

现场起拍价为59500万元，竞
拍开始后，海亮地产率先应价，鸿
启置业随后跟进，在接下来的竞价
中双方你来我往，竞争十分激烈，
一方应价，另一方迅速跟进。最终
到37轮，海亮地产报价至84000万
元时，鸿启置业不再应价，海亮地
产最终竞得该宗土地，每亩价格约
为641万元。从该宗土地的规划容
积率来看，建成后可以形成26万多
平方米的地上建筑，楼面地价约为
3204元/平方米。

在4宗竞价土地中，海亮地产
以近10亿元的价格摘得其中3宗，
成为现场拿地的“主角”。11宗底价
成交的地块中，融汇置业、山东高
速各摘得5宗土地。

在今年上半年的济南土地市
场上，多次出现30轮以上的竞价情
况。其中，经过35轮竞价，原城建学
院成“新地王”。闵子骞路一地块竞
价达到48轮，以1 . 23亿元价格被
山东中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竞得。

17日土地出让激烈竞价
的情况，是否代表着土地市场
总体平稳的态势被打破？

房企拿地热情“升温”是
不争的事实。“总部要求我们
在10月份前务必要新拿到土
地。”一家上市房企山东公司
的负责人说。记者了解到，一
些房企前期所拿土地已经接
近开发完毕，拿地是当务之
急。在现场，有的房企总部领
导直接“坐镇指挥”，足见对于

拿地的重视。
现场拿地的企业中，既有

祥泰、海信、海亮等“老面孔”，
也有北京鸿启置业等一些“新
面孔”。鸿启置业代表的龙湖地
产表示，本次未能拿到土地，下
半年会继续在济南拿地。

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中
心主任李铁岗认为，随着万
科、绿地、恒大等知名开发商
在济南大面积开发土地，本地
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未来济南

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向好，拿地
热情高涨。

但热情高并不代表房地产
市场突变，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竞争激烈与几宗土地的特点也
有关系，位置优越，且面积大小
适合于快速开发，开发周期短，
对房企开发较为有利。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15宗土地中有11宗
底价成交。业内人士认为，总体
来看，济南土地市场当前仍较
为稳定。

拿地热情高不代表房市突变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新蕾

近年来，济南西部的西站片区，几大开发商同时入驻，如今建筑工地比比皆是。（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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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一期行动计划投资近4000亿元

两年内我省“气质”将改善两成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通讯员

王静雯 记者 王茂林) 17
日从省环保厅获悉，经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意见和专家论证，省政
府1 7日发布了《山东省2 0 1 3 -
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简
称“规划”)及《山东省2013-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一期行动
计划》(简称“一期行动计划”)。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

年，全省空气质量比2010年改善
50%左右，分三期实现。第一期为
初见成效期，从2013年到2015
年，空气质量相比2010年改善
20%以上；第二期为持续改善期，
从2016年到2017年，空气质量比
2010年改善35%左右；第三期为
基本达标期，从2018年到2020
年，空气质量相比2010年改善
50%左右。

规划围绕做好“调结构、促
管理、搞绿化”三篇文章，提出
了“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
构、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加
强扬尘综合整治、加强机动车
排气控制、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六项举措，明确了“目标责任考
核体系、法规标准政策体系、科
技支撑体系、节能环保社会化
服务体系、执法监督管理体系、

弘 扬 生 态 文 化 和 公 众 参 与 体
系”等六项综合保障措施。

一期行动计划实施包括工
业污染治理、结构调整、能力建
设等18类项目，估算投资3955亿
元，新增二氧化硫减排能力47万
吨/年、氮氧化物减排能力50万
吨/年、颗粒物减排能力30万吨/
年、挥发性有机物减排能力20万
吨/年。

济南市国土局3月份公布的
今年土地供应计划显示，计划供
应城镇住宅用地510 . 1 3公顷
(5101300平方米)，占供地总量
的33 . 10%。计划供应商业金融
用地105 . 32(1053200平方米)公
顷，占供地总量的6 . 83%。

数据显示，半年已过，供应
土地占全年的六成。土地供应集
中在奥体、高新唐冶和西部(西
客站)三大片区。

3月份成交的城建学院地
块，被山东安盛建材有限公司
(中润旗下企业)以11 . 9亿元摘
得，粗略计算楼面地价均超万元
每平方米，刷新了闵子骞地块
809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创
今年新高。

5月份，历下区花园路以南、
化纤厂路以东地块备受关注，多
家大房地产商轮番竞价，最终被
济南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16 . 4亿元夺得，以楼面地价
4344元/平方米，创下今年单块
土地成交价格的新高。

省城地产分析人士朱江认
为，济南土地市场供需两旺。他
分析，最大的原因是开发商对后
市看好。“今年上半年主城区销
售量增加了30%以上，价格也有
10%以上的增长。”朱江说，这使
得省城房地产存量减少，刺激开
发商拿地的热情，地价同比也有
所上涨。

本报记者 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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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需两旺

地面还没晒干，暴雨又来了
今明两天我省又有明显降雨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王茂林) 连续的雨天刚有点要
离开我省的意思，17日夜间开
始，一场明显降水过程又要把我
们带进趟水过马路的场景。据省
气象台预报，18～19日，我省将
出现明显降雨。

7月以来在我省，不管是持
续强降雨还是连绵细雨，都让我
们对这个动真格的雨季有了深
切的感受。降水短暂停歇数日，
似乎阳光还没能晒干地面，新的
降水又要来了。

据省气象台预报，预计18～
19日，我省将出现明显降雨，鲁
西北、鲁西南有大到暴雨，其他
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雷电。过程降雨量：德州、
滨州、聊城、菏泽和济宁等5市30
～70毫米，局部100～150毫米；
济南、淄博、泰安和莱芜等4市20
～40毫米，局部50～70毫米。

据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这
场明显的降水过程将从17日晚
间开始，到18日白天集中降落。

另外，21～23日，我省还将
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省气象台提
醒，由于部分地区前期降水较
多，注意做好防汛和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工作。

气温方面，伴随着明显的降
水过程，预计气温不会太高，内
陆地区在30℃左右，沿海地区在
28℃左右。

本报讯 据省民政厅最新统计数据，7月8日到15日，山东遭
遇大范围强降雨，全省有43个县(市、区)受灾。

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造成部分道路、桥
梁、塘坝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农田大面积内涝，玉米、花生、
棉花、黄烟、菜果等受灾减产，部分房屋受损。据统计，灾情涉及济
南、淄博、烟台、滨州等12市，其中滨州市灾情较为严重。截至7月16

日，全省受灾达120 . 6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5972人；农作物受灾
122 . 09千公顷，绝收面积3 . 2千公顷；倒塌房屋1582间；直接经济损
失4 . 77亿元，其中农业损失3 . 98亿元。

据省水文局统计，7月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179 . 7毫米，比历
年同期偏多84 . 1%，较去年同期偏多28 . 1%。

(本报记者)

连续暴雨致120万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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