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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姜异康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

努努力力创创建建全全国国食食品品最最安安全全地地区区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8日从环保部获悉，2013年9月，环保
部“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群众
举报199件，其中，举报数量最多的
三个省是：河北( 39件)、江苏( 21
件)、山东(17件)。从群众反映的问
题来看，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案件
占存在问题案件的52%。

记者了解到，举报数量最多的
城市是河北省石家庄市(7件)、沧州
市(6件)、江苏省徐州市(6件)，所有
举报件已转交各地方环保部门调查
处理。从各地环保部门调查处理的
情况看，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有164
件，占受理总数的82%。存在污染问
题的案件中，涉及大气的126件、涉
及水的23件、涉及噪声的37件、涉及
固体废弃物的4件、涉及项目审批的
54件。

本报济南1月8日讯(大众
日报记者 姜宏建 张海峰

赵洪杰) 全省农村工作会
议8日在济南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省农业农村工作。

省委书记姜异康在讲话
中指出，做好农业农村工作事
关全局、十分重要。这些年来，
山东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坚持
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作为头
等大事，粮食生产实现“十一
连增”，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农村
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农业农村
保持了持续向好、加快发展的
良好态势。同时也要清醒看
到，我省农业发展的基础还不
牢固，农村发展滞后的状况尚
未根本改变，部分农民群众的
日子还不富裕。各级党委、政

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三农”工作的战略思想，切实
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
感责任感，坚定不移做好“三
农”工作，牢牢把握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动权。

姜异康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确保农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的重大举措，切
实履行肩负的责任。要突出源
头治理，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严格落实质量责任，大力培
育农产品品牌，努力创建全国农
产品和食品消费最安全、最放心
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战
略要求，促进农村民生改善和社
会安定有序。要着力促进农民收
入持续较快增长，着力抓好特殊
困难群体的救助帮扶工作，着
力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着
力创新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确

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
会安定有序。

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
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构建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始终坚持家
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妥善处
理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引导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积极推
进农民职业化。要破除城乡二
元体制，逐步实现生产要素在城
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
换，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大
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
断吸引先进要素向农村流动，逐
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努力优化城乡布局，鼓励
探索多种城镇化途径，正视

“空心村”和“衰落村”问题，积
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郭树清要求，要正确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
实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
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提高政府
工作实效，做好金融服务引导
工作，完善财政投入机制。要
创新基层政府管理方式，根据
形势变化，进一步明确基层政
府功能定位，理顺管理体制，
增强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要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优化乡镇机构设置，加强农村
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完善农村
新型社区管理体制，高度重视

“三留守”问题，切实做好最困
难人口的生活保障，促进农村
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印发了《省委、省政
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的意见》。

本报济南1月8日讯 (记者 张
榕博 马云云) 8日，记者从省招
考院获悉，南方科技大学启动2014
年本科招生。据了解，今年南科大在
全国15省市共招收600人，在山东继
续扩招，预计人数将在50人以上。另
外，今年招生将覆盖到我省偏远地
区的县级中学，学生往返考试费用
将可获得报销。

记者了解到，南科大继去年
在山东招生36人后，今年招生计
划增加到50人，实际招生数量还
将增加。招生组负责人表示，由于
去年在济南市历城二中及高唐一
中、二中等区县中学生源反馈良
好，今年招生组将扩大在山东区
县级中学的招生力度，欢迎偏远
地区学生报考南科大，学生往返
路费可由南科大报销。

据了解，南科大现有在校生近
700人，在今年搬入新校舍后，又新
增了材料、电子与电气工程等8个理
工科专业。据招生组老师介绍，有意
向的考生现在便可以网上报名，报
名截止时间是2月15日，同时，偏远
地区的考生还可以直接联系招生组
的老师。南科大自主招生考试计划
在三、四月份举行能力测试。

本报济南1月8日讯(记者
廖雯颖) 8日，山东省环保

厅通报2013年第四季度环保
专项行动检查结果，包括济南
市佳宝乳业有限公司在内的9
家企业(工业园区)因严重环
境违法问题被挂牌督办，限期
3月底前整改完毕。

省环保厅于2013年11月
下旬至12月上旬开展第四季
度的专项行动，采取独立调查
方式，累计检查河流断面16
个、省控重点企业306家、城镇
污水处理厂27家、工业园区27
家，检查了城市建成区污水直
排问题5个、挂牌督办案件50
个、信访投诉及舆情反映的重
点案件61件、突出环境问题
242个。

检查中发现，济南市佳宝
乳业有限公司、淄博市山东金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市
滕州东郭镇苏楼村徐怀中养
鸡场、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滨海新材料园区、东营市华泰

清河实业有限公司、临沂市中
玻蓝星(临沂)玻璃有限公司、
德州市晶华集团振华玻璃有
限公司、德州银河热电有限公
司、聊城市茌平信源铝业有限
公司9家企业(工业园区)存在
着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这些企业有的擅自停运
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超
标严重；有的建设项目未经环
保部门审批，擅自开工建设、
投入试生产或生产；有的未按
环评批复要求建设污染防治
设施或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
有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致
使河流断面水质超标。

对于这9家企业，省环保
厅实施挂牌督办，责成有关
市环保局立案查处，并于1月
3 0日前将查处情况报送省
厅。所有企业于3月30日前整
改完毕。查处和整改不力的，
省环保厅将追究有关单位直
接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本报济南1月8日讯 从济南大
学泉城学院招生就业处了解到，根
据今年艺术类招生工作有关要求和
学校实际，今年泉城学院艺术类招
生与往年相比有新变化。

一是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将独自
组织摄影类专业测试校考。报名时
间为2014年2月19日，考试时间为
2014年2月20日。报名及考试地点为
济南大学主校区第十一教学楼。测
试内容与往年比也有新的变化，不
再进行现场摄影测试，而是更改为
测试图片分析。此外，摄影、摄像基
础知识、美术基础知识、艺术常识继
续进行笔试。二是济南大学泉城学
院2014年新增音乐学专业，计划招
生80人，学校单独组织专业测试。校
考报名时间为2014年2月8日至9日，
考试时间为2014年2月10日至13日，
报名及考试地点为济南大学舜耕校
区图书馆。

新的艺术类招生组织安排，充
分体现了以考生为本，方便考生的
要求。据悉，今年泉城学院艺术类招
生专业达到6个，专业设置更加合理
完善，更加适应了社会对专门人才
的需求。 (本报记者)

九九““污污企企””遭遭省省环环保保厅厅挂挂牌牌督督办办
限期一季度整改完毕

此次专项行动中，济南市
佳宝乳业被查出私排污水至
两处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导
致两处坑塘内废水COD浓度
分别超标3 . 9倍和5 . 4倍，氨氮
浓度超标4 . 81倍和4 . 36倍。

早在去年5月，佳宝乳业
就因污水外排遭到通报，省环
保厅责成济南市环保局依法

处理，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但此后佳宝乳业依旧污

水外排，始终未将外排污水接
入城市污水管网。去年9月，济
南市环保局称，未发现佳宝乳
业存在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
行为。“造成两水塘内检测指
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污
水污染。”2013年9月10日，济南

市环保局在官方微博上如此
表示。

此外，济南市环保局还回
复表示，长清区委、区政府已
计划将此处污水引入济南西
区污水厂 ,但长清区因污水管
网工程建设缓慢等问题，被省
环保厅实行涉水项目限批。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延伸阅读

佳宝乳业半年前

就因排污被通报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音乐学专业招80人

南科大我省招50人

下月中旬报名截止

环保举报问题

大气污染占半数

1 .济南市佳宝乳
业有限公司

2 .淄博市山东金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枣庄市滕州东
郭镇苏楼村徐怀中养
鸡场

4 .东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滨海新材料
园区

5 .东营市华泰清
河实业有限公司

6 .临沂市中玻蓝
星(临沂)玻璃有限公司

7 .德州市晶华集
团振华玻璃有限公司

8 .德州银河热电
有限公司

9 .聊城市茌平信
源铝业有限公司

九家环境违法企业名单

企企业业排排污污，，环环保保局局称称““举举报报才才查查””
当事济南历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被停职

本报济南1月8日讯(记者
廖雯颖) 日前，济南历城区

鲍山街道梁王村村民向媒体
投诉村里管道非法排污，历城
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时却称“有举报才去查”，引发
舆论关注。8日，济南市环保局
组织专业人员前往现场排查，
并对接电话的这名工作人员
进行停职处理。

近日，历城区鲍山街道梁
王村村民向媒体反映，村中好
几个管道存在污水偷排问题，
导致石河河道恶臭，有可能对

小清河造成污染。当记者拨打
历城区环保局举报电话反映情
况时，环保局110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却称只有接到举报才会调
查，“你像历城区这么大，我们
每天到处去跑不是这样子的，
它哪边排污我们不知道，我们
不可能每天开着车到处去查，
因为我们案件都忙不过来。我
只是接举报电话的，不是我去
处理这个事情。”

经媒体曝光，历城区环保
局这一“神回复”引发舆论关
注讨论。8日，历城区环保局回

应称，该工作人员态度不端
正、业务素质薄弱、责任心不
强，“对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
举报人回复了不负责任的言
语，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
响，抹黑了我们多年以来通过
一点一滴的工作积累所换来
的工作成绩，对我们环保工作
造 成 了 难 以 挽 回 的 负 面 影
响”，决定对该工作人员予以
停职处理。

8日，济南市环保部门工作
人员前往村民举报地点，发现
污水直排口位于济钢工业区石

河上的梁王桥。通过肉眼所见，
河道积累了大量的黑色淤泥，
水色浑浊，但是取出的水样却
比较清亮。水质分析显示，排
水口附近的水质COD 指数
为34 . 88mg/L，氨氮指数为
0 . 7 3m g / L，均符合济南市
相关环保标准要求。济南市
环保局水环境管理处负责人
称，石河河道积累了不少淤
泥，会造成人们视觉误差。然
而监测数据显示水质符合排
污标准要求，不会对小清河造
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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