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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王颖颖） 本周六下午两点，齐鲁晚
报企业家联盟将联合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在山
东大厦举办企业管理专题讲座。届
时，光华管理学院颜色教授将以《领
导与被领导的智慧：从中国历史悟
管理之道》为主题，带来一场思想的
盛宴，在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和经
验，为管理所用。

颜色教授为北京大学经济政策
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
是经济史、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
曾获得第十五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最
佳博士论文奖，是荣获此殊荣的第
一位中国学者。由于正值光华管理
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活动当天，
除颜色教授的演讲外，山东各地的
校友还将欢聚一堂，现场分享、交流
企业管理心得体会。

本次活动为高端讲座，报名者
需为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副总经理等高管层。报名咨询电话：
15610110101，王女士。

跟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

周六听北大光华讲座

全省事故总量下降

22人被追刑责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李虎 通讯员 张博文 高震）
8月7日，中国海岛型海洋城市发展
与供电模式创新专题研讨会暨主
题传播活动在烟台长岛召开。

海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
得其电网在规划、设计、运行、维护
等方面与大陆电网有很多差异，存
在造价高、建设困难、易损坏、维护
困难等问题，限制了海岛电网提高
供电可靠性和质量的能力。

这次会议以海岛型海洋城市
发展与供电模式创新为主题，邀请
国内主要海岛电网管理、科研、制
造、运维方面的专家，对海岛供电
问题和难点进行探讨交流。

海岛型城市供电

模式创新研讨会召开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刘
德峰) 11日上午，山东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发布了2015年上半年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据统计，1
-7月份，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分别
下降了16 . 7%和20 . 6%。

据统计，1-6月份，全省各级安
监 执 法 队 伍 共 执 法 检 查 企 业
146416家次，实施各类行政处罚
18522次，作出罚款决定3785 . 677
万元。

2015年上半年，省安监局还进
行了“11 . 16”、“11 . 19”、“1 . 16”重
大事故的调查处理和结案批复工
作，共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人。

猪肉价格7月份环比增长14 . 5%，摊贩、餐馆连呼吃不消

““涨涨价价怕怕客客户户流流失失，，不不涨涨又又亏亏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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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记者从国
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
获悉，7月份，受猪肉价格
上涨的影响，山东市场物
价涨幅扩大。与上年同期
比，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上涨 1 . 2%，涨幅较
上月扩大0 . 3个百分点。
记者探访发现，猪肉价格
的持续上涨，使得不少食
品摊贩和餐馆大呼吃不
消。

李师傅在济南市舜玉小
区经营的熟食店，是附近小有
名气的老店，以往一到中午就
门庭若市，11日记者采访时
却有些冷清。走近一看记者发
现，昔日的“明星产品”卤猪
蹄，每斤价格从原来的十几元
钱涨到20元。

“我们也不想涨价啊！价
一涨肯定影响销量。”李师傅
一脸无奈，“可这生猪肉的进
价都到十四五元了，而且水、
油都在涨，我不提价就得亏
本。”“附近的两家猪肉摊都关
了，只能来你这儿买熟食了。”
来李师傅的熟食店买熟食的
一位顾客说。

记者调查了解到，最近
20天，济南市各大冷鲜猪肉

专柜的价格平均涨了两块七
毛钱，平均一天涨一毛，且还
有上涨趋势。记者走访省城部
分农贸市场发现，11日五花
肉为16 . 9元/斤，肋骨为14元
/斤，颈背肉为16 . 5元/斤，而
7月21日的五花肉价格仅为
14 . 8元/斤。

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
队的数据显示，受生猪出栏量
降低、养殖成本上涨等因素推
动 ，猪 肉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 9 . 6 % ，涨 幅 较 上 月 扩 大
1 4 . 7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4 . 5%。这也带动了全省肉
禽及其制品价格持续上涨，
本月同比上涨7 . 5%，涨幅较
上月扩大2 . 6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5 . 6%。

最近20天，猪肉一天涨一毛

受到肉价影响的不只是
猪肉摊，舜玉小区里几家饭店
和面馆这一段时间也陆续关门
了。一家水饺店的老板吴先生
告诉记者，他的店铺由于位置
靠里，房租便宜还能勉强撑着，
但如果成本继续上涨，他也不
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记者观察到水饺店的价目
表并未出现变动，“我不是不想
涨价，是不敢涨价。客流量本来
就不大，再一涨我怕还不如现
在好。”吴先生说，为了尽可能
地稳定成本，他由之前从猪肉
摊贩那里采购改为亲自跑到养
殖户那里进肉，“这样进价能每
斤省一块钱吧。”

与水饺店相隔不远的是
家馅饼店，往常大受欢迎的主

营产品猪肉馅饼已被驴肉火
烧所替代，刚出炉的猪肉馅饼
几乎已成点缀。

“我们自己这一段时间都
很少买猪肉吃了。最近猪肉涨
价涨得太猛，不过驴肉倒没怎
么变，还是53块钱一斤，我就想
着最近少做点猪肉馅的多做点
驴肉馅的吧。”摊主闫女士说，
她家的馅饼最近销量比原来好
了。“可能顾客觉得自己买猪肉
做菜，还不如直接买馅饼实惠
吧。”

“我们的鸭脖是35 . 8元
一斤，一直没怎么变过。不是
最近猪肉涨得厉害嘛，所以很
多人都来买我们的鸭子了。”
某品牌鸭制品专卖店的销售
人员介绍。

猪肉替代品走俏，摊贩改做驴肉饼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
者 宋磊） 近日，中国中车青
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方股份公司”）与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港铁公司”）在香港正式签署
93列地铁车辆供货合同，合同
总额达48 . 4亿元人民币。这不
仅是港铁公司历年来最大规模
的车辆采购订单，也是中国迄
今为止最大的地铁车辆订单。
据悉，该订单最快于2018年开
始交付，届时青岛造地铁车辆
将在香港开跑。

据悉，此次港铁公司购
买的 9 3 列地铁列车，将用于
香港市区的港铁路线，更换

93列现行观塘线、荃湾线、港
岛线及将军澳线的第一代列
车。港铁行政总裁梁国权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
港铁公司历年来最大的新列
车订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投资，以维持我们世界级水
平的铁路服务。我们将继续
致力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
及方便的列车服务。”

香港地铁网络是乘客密度
最高的世界级铁路系统之一，
并在安全、可靠程度、顾客服务
及成本效益方面表现卓越，被
公认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铁路系
统。

作为全球最成功的地铁

运营商之一，港铁公司对车
辆制造商的选择极为严格，
为世界上地铁车辆准入标准
极高的市场。此次四方股份
公司成功中标，标志着中车
再次在国际招标中成功打入
全球高端地铁市场。此前，中
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表示，
因中车具有“无可比拟的价
格优势”等条件，他对中车走
向国际充满自信。

据四方股份公司相关人员
介绍，这批列车将配备更先进
的运作系统和设备，并具备一
些新的功能，例如采用新一代
的照明系统，加强空间感；引入
新的动态路线图，为乘客提供

更多资讯；改用环形扶手杆，让
更多站立的乘客可以在车厢内
紧握扶手；吊环扶手将采用较
软的物料，符合人体工程学和
时尚的设计，让乘客紧握扶手
时更为舒适。

四方股份公司目前已经研
制提供了国内近一半的高铁列
车，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全球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高端市场，四方股
份公司已累计获得新加坡844
辆地铁车辆订单，并向阿根廷
出口了709辆城际动车组；在
香港，四方股份公司还在2012
年赢得港铁公司9列高速动车
组供货合同。

中车地铁最大订单在香港正式签约

9933列列青青岛岛造造地地铁铁22001188年年香香港港开开跑跑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
者 朱洪蕾） 11日下午，在
山东博物馆一楼举办山东区
域发展战略主题展开展仪
式，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孙守刚，副省长张务锋共同
为主题展揭幕。

本次主题展览将集中阐
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
大国家战略和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西部经济隆起带两大
省级战略的发展思路、规划
布局、建设成效和发展愿景
等。

该展览是我国首个以区
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展览，
为常设性展览，开展后将作
为一项省情重要展示内容长
期对公众开放。

在展示形式上，山东区
域发展战略主题展综合运用
了数字沙盘、电子图表、图文
展板、多媒体互动演示屏和
LED点阵等丰富先进的展示
技术，特 别是国 内首创 的
LED点阵展演，创造了全浸
入式360度3D立体观演体验
与视觉盛宴。

11日下午开展后，已经

有部分观众进入山东区域发
展战略主题展参观。

“能借此机会了解山东
经济发展情况，心里就踏实
放心了。”在展览现场一位老
人这样告诉记者。

展厅成了孩子的乐园，
不少孩子在展厅内来回跑
动，“孩子高兴就好，还能学
到些东西。”一位正忙着拍照
的母亲这样说道。

“感觉挺科幻的，这样的
方式很好，有意思。”一位在
大屏幕上划来划去的在校生
这样讲。

山东区域发展战略主题展正式开展

观观众众称称33DD展展示示““很很好好，，很很有有意意思思””

山东区域发展战略主题展位
于山东博物馆 4楼 22号展厅，面
向公众免费开放，坐电梯可直达。
开馆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每天
有五个时间段可以供公众参观，
分别为上午9：30、10：00，下午13：
00、14：00、14：30，每次参观时间
大约45分钟。山东博物馆工作人
员介绍，每个时间段，会有讲解员
在一楼电梯等候，讲解员会全程
陪同讲解。

参观时间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王可昕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7月份猪肉价格上涨幅度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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