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05

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李晓东 美编：罗强 组版：韩舟壹读

山东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发布

济济南南卧卧虎虎山山水水库库周周边边多多家家企企业业将将关关停停或或取取缔缔

山东一季度生产总值1 . 89万亿元，同比增长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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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

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1月-2月规模

以上工业利润增长12 . 0%。

省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4亿元，同比增长60%；资产

总额2 . 5万亿元，同比增长17%。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38元

增长7 . 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06元
增长7 . 9%。

去库存效果持续巩固

一季度，全省房地产

开发投资1287 . 0亿元
增长11 . 0%

3月末商品房、
住宅待售面积

分别下降

26 . 9%和34 . 5%

降成本、去杠杆成效显著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

为86 . 9元，同比降低0 . 4
元
实现“营改增”减税60 . 7
亿元

1月-2月，国有工业企业资

产负债率63 . 2%，比去年

全年降低0 . 7个百分点。

4月19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山东省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
定，一季度全省实现生产总值（GDP）18900 . 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 . 7%。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52 . 4%，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 . 7%，成为推动全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主引擎。

本报记者 邢振宇

部分指标增速回落
仍保持在合理区间

“三大产业构成调整为
3 . 3：44 . 3：52 . 4，服务业比重
同比提高2 . 0个百分点，高于
第二产业8 . 1个百分点，服务
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省政
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魏华
祥表示，一季度全省经济发展
基本平稳、开局良好，呈现稳中
有进、进中有变的特点。虽然部
分指标增幅有所回落，但经济
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
发展的内部结构更趋优化，运
行质量持续向好。

从统计数据看，质量效益进
一步提升。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
长，1月-2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增长12 .0%，继续保持两位数增
速。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9.0亿元，同口径增长8.8%。

服务业投资成拉动投资增
长主要力量。服务业投资增长
19 . 2%，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
56 .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40 . 0亿元，增长9 . 8%。

“总地判断，我省二季度经
济运行将好于一季度，下半年
形势将好于上半年，全年有望
呈现‘平缓开局、稳步回升’的
走势。”省统计局二级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陆万明分析认为，
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回落，市场
因素是主因，市场有效需求不
足，企业融资环境趋紧，外部环
境更加复杂等。主观因素也起
了较大作用，我省加快动能转
换、压减低端落后产能、加大加
严环保约束的结果。

精准扶贫专项资金
累计安排29 . 1亿元

魏华祥表示，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
大攻坚战推进有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成效明显，分类处置

措施较好落实；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精准脱贫攻坚
向纵深推进，累计安排中央和
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9 . 1亿
元，发放小额扶贫信贷121 . 6
亿元，产业扶贫项目储备库入
库项目3 . 3万个。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12%，
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3.5天。

社会民生保障方面，全省
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就业、城
乡社区、文化体育传媒、农林水
支出分别增长27 . 4%、20 . 5%、
20 . 5%、31 . 0%和15 . 7%。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
34 . 0%，济青高铁、潍日高速、
青岛新机场、济南轨道交通等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实
施。魏华祥表示，下一步我省将
进一步放开铁路、机场、港口、
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电
信、通讯等行业进入限制。

六大高耗能行业
投资“零”增长

“存量加快变革，增量加速
崛起。”魏华祥总结说，供给质量
持续提高，山钢集团日照钢铁精
品基地一期一步工程全面投产，
高端化工和鲁北高端石化产业
基地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工业品
产销衔接良好，一季度规模以上
工业产销率达到98.4%。

从统计数据看，一季度，我
省经济增量加速崛起，新型化、
智能化、自动化装备和高端信息
电子产品成为新增长点。工业机
器人、服务器、新能源汽车产量
分别增长1.1倍、65.1%和1.6倍。
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
滨海旅游等产值保持两位数以
上增长。智慧物流、城市电商、新
零售等新兴服务业态加快壮大，
预计快递服务业完成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43%左右。

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零”
增长，增速已连续8个月回落。

工业结构持续优化，一季
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工

业增加值都快于规模以上工
业，而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
回落2 . 3个百分点。而市场形
势持续好转，消费者信心指数
持续上扬，企业生产经营预期
积极，企业景气指数运行于较
为景气区间。

魏华祥说，将继续强化营
商环境优化，以更大力度抓好
省级行政权力下放或委托，加
快全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打
破“信息孤岛”，继续推出一批

“零跑腿”和“只跑一次”事项。

居民“吃”得更健康
个性化消费渐成主流

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8 . 2%，较上年同期
加快1 . 2个百分点，消费引领
作用凸显。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省居
民“吃”得更加健康、绿色和环
保。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肉禽
蛋类零售额增长11 .3%、水产品
类增长 9 . 2 % 、蔬菜类增长
11.0%，同比分别加快5.4、1.5和
7 .1个百分点。“行”得更加便捷。
汽车消费升级加快，限额以上单
位汽车类零售额增长7.6%，比上
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

针对我省居民消费市场形
势，魏华祥列了“四个转变”，即
居民消费品质由中低端向中高
端转变、居民消费形态由物质
型向服务型转变、居民消费方
式由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融合
转变、居民消费行为由从众模
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

居民消费方式由线下为主
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互联网
+”带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改
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一季度，
全 省 限 额 以 上 网 上 零 售 额
98 . 7亿元，增长49 . 8%，比上年
同期加快36 . 0个百分点。

消费行为发生明显变化，个
性化、定制化、多样化消费渐成
主流，健身器材、乐器、照相器材
等娱乐用品日益普及，华为、小
米等智能手机热销。

开展“十百千”工程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19日，在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我省乡村振兴未来
发展规划，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关兆泉表示，按
照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融
合发展要求，实施好全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全省选择10个县、
100个乡镇、1000个村开展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力争在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上尽快取得突破。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张玉岩） 19日，山东省环保

厅发布山东省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问题清单，排查出涉及100个
水源地的工业企业、旅游餐饮、
交通穿越、畜禽养殖、农业种
植、生活面源污染等各类环境
问题259件、共1012个具体问
题，其中24个地市级及以上饮
用水水源地各类环境问题84
件、具体环境问题369个。其中，
涉及济南南部山区184项，这其
中不乏一些令人关注的企业，

如趵突泉酒厂等，按照要求，这
些企业将在2019年12月之前关
停或取缔。

根据环保厅发布的相关内
容，从2018年开始，山东利用两年
时间，开展水源地环保行动，全
面完成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地
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立、治”三项重点任务。

其中，济南卧虎山水库属于
二级水源地保护区，在水源地保
护区划定范围内涉及较多的工
业企业。这些工业企业中，不乏

一些耳熟能详的企业，如趵突泉
酒厂。此外，还存在一些食品加
工企业、机械设备加工企业以及
塑料加工企业等。针对这些工业
企业，采取的措施均是在2019年
12月之前关停或取缔。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二级保护
区内不准新建设、扩建向水体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
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对于潜
水含水层地下水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禁止建设化工、电镀、皮

革、造纸、制浆、冶炼、放射性、
印染、染料、炼焦、炼油及其他
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已建成的
要限其治理，转产或搬迁。

针对水源地旅游餐饮，要
求将污水接入污水管网统一收
集、集中处理，不具备收集处理
条件的一律关停或搬迁。青岛
水源地部分旅游餐饮，则要求
关闭，并且对涉及违法建筑进
行拆除。

对于生活面源类污染，卧
虎山水库周边一处48座别墅、

12户村民住宅（生活污水为分
散排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环
卫中心定期清运）区域，将在
2019年12月之前完成村庄异地
搬迁安置工作。

根据环保厅要求，各相关市
将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案、
一抓到底”原则，制定环境违法
问题整改方案，明确具体措施、
任务分工、时间节点、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等，整改完成一个，销
号一个，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整改
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葛相关新闻

GDP同比增长6 . 7%

一季度全省经济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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