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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努力力解解决决乱乱行行乱乱停停乱乱放放问问题题
我省要求把减少交通事故当最大的民生工程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乔显佳） 3日，记者从正在

济南市槐荫区经一纬九路保利
中心商业广场举行的济南首届
国防兵器展现场获悉，展览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应广大观众
热切要求，组织方已经决定将
原计划于本月 5日结束的展览
延期至 1 0日，观众参观兵器展
还有最后一周。

兵器展自 5月 2 3日开展以
来，日均观展人数都在万人次
左右。展览中，无论是热情奔放
的大学生志愿者，肩膀稚嫩的
小小讲解员，还是严谨细致的
安保人员，与看展观众随时展
开各种有趣的互动，共享展览
带来的乐趣。

本次兵器展“小明星”王诺
瑾担任小小讲解员，她口齿伶
俐、落落大方的表现赢得同龄
孩子羡慕的目光。记者了解到，
小诺瑾两岁多就开始识字，爸
爸曾是军人，一有空就教她认识
各种事物，使她从小眼界开阔。当
小小讲解员与做普通观众有什么
不一样？她兴奋地回答说，在讲解
CS/VN4型自动挡装甲车时，很
多哥哥姐姐见她表现不错，主动
要和她合影，自己借此交到好多
朋友，特别开心。

大学生志愿者伊磊表示，自
己是个军事迷，平时每当别人提
及军事方面的事儿，他就特别来
劲，看到兵器展招募志愿者就马
上报了名。此次兵器展期间，全体
志愿者忘我的工作和辛勤的汗
水，为兵器展增辉不少。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枣庄两处地下水源地

水质超标

2014年，全省134个例行监
测河流断面中，除6个断流外，
优于Ⅲ类的64个，劣V类的有
13个。流域水环境质量连续12
年改善。全省在4个湖泊、6座水
库共设置26个省控以上断面，
优于Ⅲ类的25个，富营养化也
同比改善。

全省17城市共监测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52处，其中26个地
表水水源地测点，全年无年均
值超标，26个地下水水源地测
点，年均值超标的有2处，均为
枣庄市的测点，超标项目为总
硬度和硫酸盐。

近岸海域水质以一、二类海
水为主。其中一类海水测点占
46 .3%，二类海水测点占48 .8%，
三类海水测点占4.9%，连续两年
无劣四类海水测点。

PM2 . 5浓度

去年德州最高

2014年，全省“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能见度≥10公里）
天数平均199 . 6天，同比增加
17 . 8天。全省PM2 . 5浓度为82
微 克 / 立 方 米 ，同 比 改 善
16 . 3%，浓度最高的依次是德
州、聊城和菏泽。PM10平均浓
度为142微克/立方米，同比改

善11 . 3%，浓度最高的城市为
聊城、济南和临沂。

全省17个城市共采集分析
995个降水样品，pH年均值范
围在5 . 93至7 . 18之间，全省无
酸雨城市。降水样品中检出酸
雨样品9个，酸雨检出率0 . 9%。
有酸雨样品检出的城市为济
南、青岛和滨州，与2013年相
比，有酸雨检出城市个数增加1
个，为滨州市。

17市白天

整体不太吵

声环境方面，17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3783个测点，按
所处各声级段的比率评价其声
环境质量等级，属于“好”和“较
好”的占63 . 2%，昼间城市区域
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17个城
市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在
51 . 5到58 . 2分贝之间，平均
54 . 4分贝。而40-60分贝相当
于正常交谈的声音区间。

全省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1336点次，昼间达标率最高为
工业集中区，达标率为97 . 6%；
达标率最低的为特殊住宅区

（特别需要安静的住宅区，如疗
养区、高级宾馆区等），达标率
为45 . 5%。夜间达标率最高为
工业集中区，达标率为84 . 0%；
达标率最低的为特殊住宅区，
达标率为45 . 5%。全省的噪声
功能区达标率昼间高于夜间，
工业集中区好于其他类声环境
功能区。

本报济南6月3日讯（记者 高
扩） 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3日
到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就
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进行调研并召
开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郭树清指出，道
路交通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质量，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保障，已经成为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最主要的因素。两年来，山
东持续开展“平安行·你我他”
行动，把减少车辆道路事故作
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山东事故
总量和伤亡人员总数依然保持
在高位，每年交通肇事罪案件
超过9000件，事故造成的城乡

居民生活困难和因病返贫比率
持续上升，严重威胁到经济社
会的平稳发展。

郭树清强调，要持续不断地深
入开展“平安行·你我他”行动，强化
源头管理，重点整治渣土车、危化品
运输车、长途客货车、校车等容易导
致交通事故的车辆以及超载、疲劳
驾驶、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要加大资金投入，深入摸排各类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格规范高速公
路广告牌设置，加强城乡道路特别
是穿城路、断头路、村口公路等隐患
路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改造，
抓紧配齐配全黄闪灯、减速带等交
通安全警示标志。要把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与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
结合起来，努力解决车辆乱行乱停

乱放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要善
于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提
升智能交通水平，同时尽可能向社
会公众公开有关道路交通数据。要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
引导作用，普及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知识，曝光交通违法违规案例，努力
形成并不断巩固广大群众共同参
与交通安全的工作格局。

济南通报大气“十大行动”进展，东部17企已搬迁关停

22002222年年前前，，济济钢钢济济炼炼也也要要搬搬走走

兵器展延至10日

想看的快来

3日下午，济南市通报大气污染防治“十大行动”最新进展。继小鸭等17家东部老工业区企业
完成搬迁改造、关停腾退后，球墨铸铁或将成为下一个搬迁的企业。根据规划，济钢、济炼搬迁将
在2022年底前完成。

环保厅通报去年全省环境状况，大气和水环境改善明显

蓝蓝天天近近220000个个，，济济青青滨滨检检出出酸酸雨雨
3日，省环保厅通报2014年全省环境状况：大气和水环

境整体向好，改善明显；全年蓝天数接近200天，流域水环境
连续12年改善；近2/3城市白昼噪声情况整体较好，但特别
需要安静的住宅区反而噪音情况堪忧，过半昼夜不达标。

去年我省环境状况

128个例行监测河流断面：

优于Ⅲ类（可用于生活饮用）
64个 占50%

IV类（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
接触的娱乐用水）

26个 占20 . 3%

V类（农业用水及景观用水）
25个 占19 . 5%

劣V类（无使用功能）

蓝天数199 . 6天 同比增加17 . 8天

PM2 . 5

平均浓度82μg/
m3，同比改善16.3%

浓度最高城市
依次是德州、聊城和
菏泽

PM10

平均浓度142μg
/m3，同比改善11.3%

浓度最高城市
为聊城、济南和临沂

水污染

空气污染

据济南市发改委通报，东部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及落后产能淘
汰行动又有新动作。目前，球墨铸
铁、盛源化肥、庚辰钢铁、济钢、闽
源钢铁5家企业已编制完成搬迁
或改造提升方案。此前，宝世达电
缆、小鸭、中德设备等17家企业已
完成搬迁改造或关停腾退。根据
进展，球墨铸铁很有可能成为下
一个启动搬迁的企业，球墨铸铁
正在积极联系承接地等事宜。

根据规划，济钢、济炼将于
2022年底前迁出济南，近期则以

升级改造为主。今年底前，济钢将
完成40吨转炉关停拆除任务，涉
及炼钢产能380万吨。济南市发改
委有关人士透露，目前企业搬迁
存在相互制约问题，“由于存在卫
生防护距离的要求，济钢如果不
搬迁，就会影响周围盛源化肥、蓝
星石油、山塑集团等企业原厂址
的开发建设，从而影响搬迁工
作。”加之权属复杂，尤其济钢、济
炼为中央和省属企业，搬迁决策
程序复杂，协调难度大。

济南市副市长王新文表示，

年底前，济南主城区内所有35吨/
小时以下小锅炉将被全部替换。
据记者了解，2014年济南主城区
共有160台小锅炉，已淘汰41台。

如何替换小锅炉又保障供
热？据悉，济南将利用华能济南黄
台电厂和华电章丘电厂的余热，
采用大温差技术向主城区热网输
送。在不增加电厂燃煤总量的前
提下，可增加集中供热能力4400
万平方米，优先用于替代承担市
区1778万平方米供热任务的86台
35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济南副市长王新文：

不要关门搞环保
“十大行动”也可以搞个微信号

3日下午的通报会上，分管环保事务的济南市副市长王新
文听完牵头各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后，低声询问身边的济南市
环保局局长高立文：“十大行动有没有搞专门的APP或者微
信、微博号？”得到否定答复后，王新文当即表示：“十大行动可
以搞一个APP、微博、微信号嘛，各个部门把最新进展放上去，
让老百姓能看得见，也方便媒体。”

王新文提醒在座的各部门领导，“不要只是我们自己内部
搞，关着门，要加强和老百姓的互动交流。”王新文表示，搞环
保也要有“互联网+”的思维，政府部门要学会利用大数据提
高科学性，和社会公众共享数据，与媒体建立畅通高效的沟通
机制。 本报记者 廖雯颖

现场

13个 占10 . 2%

劣V类断面，淮河流域占2个，海河流域占4个，小清
河流域占5个，半岛流域占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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