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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夏夏有有多多热热，，用用电电负负荷荷看看门门道道
昨日用电负荷超去年同期一成多，破了去年8月6日最高纪录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李虎 通讯员 郭轶敏)

随着高温天气到来，我省电网
负荷持续攀升。17日14时37
分，统调最高用电负荷5607 . 9
万千瓦，创今年新高，较去年
同期4915 . 5万千瓦上涨14%，
全网用电负荷达6047 . 8万千
瓦，超去年8月6日的6041 . 5万
千瓦的全网用电负荷最高纪
录。

据国网山东电力预测，今
年度夏期间山东省统调最高

用电负荷将达到6200万千瓦，
比去年夏季的5665 . 6万千瓦
增加534 . 4万千瓦，同比增长
9 . 43%。预计夏季最大电力缺
口达600万千瓦，占预测最高
用电负荷的十分之一，必要时
将采取有序用电措施。

据介绍，今年用电负荷相
比去年同期上涨主要是受天
气影响，去年同期天气相对凉
爽，空调负荷增长不像今年这
么快。

当出现电力供应缺口时，

山东电力将组织实施有序用
电加强用电管理，改变用户用
电方式，采取错峰、避峰、轮
休、让电、负控限电等一系列
措施，避免无计划拉闸限电，
规范用电秩序，将季节性、时
段性电力供需矛盾给社会和
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
低程度，确保用电高峰时段全
省居民生活用电和涉及公众
利益、国家安全用户的用电需
求。

据国家电网公司预测，今

夏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全社会用电需求
将有较大幅度提升。预计度夏
期间，国网公司经营区域最大
用电负荷6 . 55亿千瓦，同比增
长7 . 4%。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但余缺分布不均，局部存在缺
口，特别是京津唐、河北南网、
山东电网，今年实施火电机组
脱硫改造容量达3684万千瓦，
合计最大电力缺口1400万千
瓦，保证电力有序供应存在较
大压力。

本报见习记者 刘相华

商会会长只是一个民间
社团的领头人，但是近几年，
各地屡屡爆出的商会换届纠
纷中，商会会长往往成为利
益争夺战中的焦点人物。

“商会会长不仅有机会
被领导接见，还能以商会名义
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捞个政治
荣誉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济
南某商会领导称，民间资本有
了良好的政商关系，无疑有助
于生意的顺利拓展。

一位圈内人士表示，商
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此
前，很多企业家还意识不到
商会会长头衔的“附加值”，
所以竞选的不多。现在，不少
地方除在位会长不想退，更
有实力的企业家又想争取成

为新会长的现象，利益争斗
自然难免。

商会换届往往成为矛盾
集中爆发期，弹劾、罢免、请
客、拜票，以及拉领导背书等
剧情轮番上演。而一些在任
会长则想方设法推迟换届，
即便换届，之后的交接工作
也并不顺利。

“商会会长人品很重要，
要有公心。”济南温州商会会
长陆建林表示，作为会长，要
让商会这个互助组织惠及每
一位会员，帮助会员企业寻
找更多的项目投资、合作。去
年12月，济南温州商会顺利
实现换届。

“商会是公共平台，不是
生意舞台，只有在阳光下运
行，商会才能取得长远发
展。”陆建林强调。

商会换届为何屡屡
引发内部矛盾激化

2013年就该换届了，到现在内部还在“互吐唾沫”

山山东东安安徽徽商商会会换换届届又又起起纷纷争争
7月14日，一则刊登在媒体上的《关于召开山东省安徽商会理事会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再度将山东安徽商会

持续一年多的换届选举工作推到风口浪尖。
较之去年底山东省安徽商会爆出部分理事提出罢免会长的纷争(本报去年12月31日报道)，此次风波焦点集中在参

会理事资格是否合规等问题上。而背后，仍是会长利益争夺的继续。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李
虎) 本轮成品油计价周期以来，国
际油价持续受到供应增长影响不断
深跌，21日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
开启。多家分析机构预计，国内汽柴
油价格将下调约240-250元/吨，测
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
(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0 . 18元和
0 . 21元，或创年内油价最大跌幅。

下周一油价

或迎年内最大跌幅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孟
敏) 17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我省夏粮收购量价高开高走，小麦
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

据了解，今年我省小麦预计单
产404公斤/亩；总产453 . 3亿斤，同
比增长2 . 1%。截至7月10日，全省累
计收购小麦381 . 7万吨，同比增加
72 . 1万吨。据监测，全省小麦目前收
购价稳定在1 .22-1 .25元/斤之间。除
枣庄启动国家托市价收购政策外，各
地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高于国家最
低收购价1 .18元/斤。

全省夏粮收购

枣庄启动托市价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孟
敏) 我省2014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正式下达，与去年相比今年用地计
划总量减少6万余亩，这是三年来
我省用地计划首降。针对今年用地
计划更加紧张的情况，统筹保障社
会发展经济必要用地。

我省今年用地计划

三年来首降

本报讯 17日，铁路12306购票
软件再次被爆存在安全漏洞，黄牛
破解该漏洞后，一个人就可以将全
车厢的票买下来。

目前，国内知名的乌云网已经
曝光了该漏洞。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描述称，这个设计漏洞可以被黄牛
党利用。本来正常情况下，一部手机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账号登录来购
票。正规抢票软件购票流程和12306
官方客户端完全一样，一部设备同
一时间只支持一个账号登录买票，
购票过程完全遵守12306的规则。但
是，利用该漏洞，票贩子可以利用一
台电脑即可模拟多部手机多个账号
连接12306的售票系统，一个人就可
以无限制买一车厢的票。

新华

12306购票软件

再爆漏洞

本报讯 《财富》中国14日发布
2014年中国500强排行榜，中石化、
中石油分别以2 . 88万亿和2 . 26万
亿的收入蝉联第一、第二名；四大银
行依旧是中国500强最赚钱的公司，
29家金融业公司总利润1 . 27万亿
元，占中国500强总利润一半以上。

此次共有36家新公司跻身2014
年中国500强，突出表现在互联网行
业上，苏宁云商、京东商城、腾讯等
共有7家互联网公司上榜。值得注意
的是，本次榜单中有四个行业冠军
易主。其中家电行业中，美的集团首
次入榜就将去年行业老大格力拉下
马。 据南方日报

《财富》中国500强

美的成家电状元

本报见习记者 刘相华

爆料人：

我是负责人，但开理事会我不知情

7月16日，本报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是山东安徽商会
换 届 选 举 委 员 会 主 要 负 责
人，他指责《公告》无效，公布
的参会人员资格不符合山东
安徽商会相关文件决议，参
会人员大大缩减，导致大多
数理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
剥夺。

上述人士传真给本报的相
关资料显示，山东安徽商会对
截至2012年4月底以前仍不交
纳会费的常务理事企业，按一
般会员企业对待。

“这次参加会议的理事会
员应该包括威海、日照、潍坊等
5个分会在内的109人，而不是
《公告》里的43人。这109人是我
们去年底参加理事会成员的具
体名单，而且这些人已经交纳

了2012年会费。”上述人士在电
话里称。

记者在《公告》中发现，定
于本月18日召开的山东省安徽
商会理事会议主要内容是审议
换届选举办法、章程、会费、赞
助费；推选拟任新一届领导集
体等，参会人员共计43人，包括
已交纳了2012年度会费的理事
以上成员和各分会会长、监事
长、秘书长。

“我是换届选举委员会负
责人，但是这个公告我并不知
情。”上述人士气愤地说。

据了解，自山东安徽商会
今年1月8日部分理事罢免会长
姚军后，随之成立换届选举工
作委员会来主持工作，成员有9
人，主任和副主任由谢敏和鲁
良权担任。

换届委员会：

只有35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记者随后接通山东安徽商
会换届委员会对外公布的电话，
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办公室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公告》是经过委员
会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决定的，在
征得委员同意后才公告的。参会
人员资格和人数是经过严格筛选
后确定的，按照是否及时交纳会
费为依据。

这一答复，记者从山东安
徽商会换届选举委员会成员施
高勇处得到验证。

“由于前任会长的欺骗和
刻意隐瞒，理事会成员的身份
问题在商会内部也曾存在争
议。好在今年3月份，在济南公
安局的配合下，我们聘请专门
财务机构审计确认交纳会费人
员名单，一共是35人。”施高勇
解释说，参会人员除了这35人
外，其余都是列席会议，不具有
选举和被选举权。

不过，记者查阅《山东省社
会团体换届选举工作指引》(以
下简称《工作指引》)发现，商会
理事的界定不是按照是否交纳
会费为依据的，而是由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

据施高勇介绍，本次理事
会是为了推举商会领导班子候
选人，然后将名单报送省民政
厅审批，之后再召开会员大会
选举产生山东安徽商会新一届
领导集体。

记者联系到鲁良权求证，
但对方以忙不方便接听为由挂
断电话。

理事会为何如此重要，成
为商会各方力量争夺的阵地？
根据《工作指引》，换届选举工
作由理事会具体负责，理事会
有选举和罢免理事长(会长)、
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的
权利。

山东省安徽商会成立于
2010年1月，按照章程，应该三
年换届一次。而按照规定，商会
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 1年，否
则，登记管理机关可责令其在
规定时间内换届，并确定该社
会团体当年年检不合格。由此
可见，如果商会不能如期完成
换届选举，将事关整个徽商群
体在山东的形象。

关于山东安徽商会换届风
波，本报将持续关注。

驻京办
有些在京的异地商会还承担了部分
驻京办工作，甚至还有其他配合政
府部门的任务。

财神爷
不少地方政府把商会看做招商的有
利助手，这一点在经济落后省会体
现得更明显。

荣誉加身
获得政治荣誉，有助于建立良好的
政商关系，某些场合下有资格拉来
领导撑场。

融资担保
以商会名义开展融资担保业务。

批地
通过商会这个平台批地。

被领导接见
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有助于拓展
政界人脉资源。

新闻纵深

商会会长“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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