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壹读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于梅君 美编：陈华 组版：韩舟

重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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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1500个
农村无害化卫厕已完成1075万户

城乡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率达75%

6月29日，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宋继宝代表省乡
村生态振兴工作专班，介绍全省乡村
生态振兴工作推进情况。

据介绍，山东扎实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
治污、清废、美化，加快农村人居环境
改造提升，努力建设美丽生态宜居乡
村，被纳入国务院2019年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省范围。深入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全省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已完成1075万户。

截至目前，全省85%的乡镇(街

道)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行市场化运
作，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达75%
左右，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累
计占比达23 . 96%。推进农村公路三
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已完成新建改
造农村公路3 . 53万公里。

农村垃圾分类模式
初步确立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张晓海介绍，山东作为最
早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试点的省
份之一，2019年1月确定在博山区、邹
城市、荣成市、郓城县、单县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5个试点县(市、区)有67
个乡镇(街道)、2304个行政村启动垃圾
分类，覆盖率分别为74.44%、75.54%。5

个试点县(市、区)规划建设配置分类垃
圾桶60.99万个、分类运输车1053辆，建
设垃圾中转站约112个。

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已
初步确立，荣成市探索实行“一次四
分法”，即“有害、可回收、可燃、不可
燃”4类。同时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试点地区分类垃圾桶达到61万
个，分类垃圾车1053辆。

省级森林村居
达1530个

近几年山东正在深入推进“绿满
齐鲁·美丽山东”国土绿化行动。发布
会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省林业局副局长马福义介
绍，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8 . 24%，已创建国家森林城市17个、

省级森林城市15个，省级森林乡镇、
森林村居分别达到158个和1530个。

据了解，山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湾长
制、林长制，压实生态保护责任。深入推
进“绿满齐鲁·美丽山东”国土绿化行
动，2017年以来全省完成造林面积
731.1万亩。此外，自2017年起每年打造
500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截至目前，
全省共创建美丽乡村级示范村1500个。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
庄文忠介绍，通过一系列减肥增效关
键技术的推广，全省化肥用量和强度
连续多年负增长。预计2019年，全省
化肥用量较2015年减少10%以上，提
前完成省委、省政府“四减四增”确定
的任务目标。据统计，近四年，全省累
计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达673万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阿凤

6月29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
乡村振兴系列新
闻发布会。目前
全省农村无害化
卫生厕所已完成
1075万户，城乡
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 率 达 7 5 % 左
右，农作物秸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91%以上。2017年
以来全省完成造
林面积7 3 1 . 1万
亩，全省共创建
美丽乡村级示范
村1500个。

山东首条新建智慧高速来了
济青中线潍坊至青岛段提前半年施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朱贵银

6月29日,由山东高速集团
投资建设的济青中线潍坊至青
岛段高速公路工程(以下简称
潍青高速)举行施工动员会，标
志着项目提前半年拉开建设序
幕，这是山东首条新建智慧高
速项目。

济青中线潍坊至青岛段
(含连接线)是我省高速公路网
“九纵五横一环七射多连”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2020年全省
重大建设项目。潍青高速路线
全长130公里，投资概算240亿
元，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
小时。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我省
高速公路布局，提高路网整体
效益，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
设，促进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及上合示范区建设，发挥投资
对发展的拉动作用，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自2019年8月启动前期工
作以来，山东高速集团全力推
进，仅用7个月时间就完成土地
预审、防洪评价等14个专项批
复，并获得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立

项和省交通运输厅设计批复，使
项目提前半年启动建设。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潍
青高速公路主线工程及连接线
工程作为济青中线的一部分，
将全面按照智慧高速设计，通
过人车路协同、云平台+人工智
能、信息化管控等手段，打造成

为集“智能管服、快速通行、安
全保障、绿色节能、车路协同”
为一体，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的智慧高速示范项目。

早在2 0 1 9年初，山东建
立了智慧交通重点实验室，重
点研究自动驾驶等先进技术，
实验室设先进交通技术研究
室、智能建造研究室等9个研
究室和1个智能网联高速公路
测试基地。滨莱高速淄博西至
莱芜段是山东打造国内首个
智能网联高速公路封闭测试
基地。

智慧交通实验室和智能网
联测试基地的成功运营，为山东
在无人驾驶、智能网联、车路协
同等方面抢占技术高地，也为本
次试水智慧高速建设奠定了基
础，济南高速中线潍青段的开通
意义非凡。

一批新法律法规

7月起施行

政务处分法惩戒职务违法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
适用，党纪管不了”？自7月1日起施
行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强化对
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使政务处分
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除了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
金、滥用职权等，还纳入了“篡改、
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违反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拒
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
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
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反规定取
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
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并规
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
种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6种政务
处分，分别为警告、记过、记大过、
降级、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期间
分别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
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
职，二十四个月。

社区矫正法突出监管与帮扶

社区矫正法自7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专
门立法。该法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是
为了“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
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

社区矫正法注意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居委会、
村委会可以引导志愿者和社区群
众，利用社区资源，采取多种形式，
对有特殊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进
行必要的教育帮扶。

植树节入新森林法

新修订的森林法自7月1日起
施行。新森林法的一大亮点，是将
植树节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明确
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新森林
法确立了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制度，
将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公益
林实行严格保护，商品林则由林业
经营者依法自主经营。

进一步保障“告官见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自7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进一
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活动，保障民众能够“告官见官”。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的案件类型上，司法解释具体列举
了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案件类
型，引导行政机关对三类特殊案件
主动出庭应诉。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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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角最大双塔双索斜拉桥开工
最大跨径420米，桥塔40层楼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瑞超

6月29日，由中铁建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等投资、中铁
十四局承建的黄河三角洲跨径
最大双塔双索斜拉桥——— 东
(营)(利)津黄河大桥工程开工
建设。

9时许，记者来到东营市利
津县东津黄河大桥奠基现场，
周边村民早已在此等候。“建好
东津黄河大桥，我们出门就更
方便了。”利津县小李庄村的扈
先生说，目前附近居民跨越黄
河只有利津黄河大桥和浮桥，
经常堵车，大货车聚集时堵车
更严重。

东津黄河大桥为德州路西
延暨东津黄河大桥项目的关键
控制性工程，为双塔双索面钢
梁混凝土组合梁斜拉桥，长约
1 . 7公里，最大跨径420米，桥面
宽34米，主塔采用人字形桥塔，
桥塔高124米，约40层楼高。

德州路西延工程是东营市
综合交通规划网中的一条东西

走向的主要公路 ,东连东营机
场、中心城区及垦利区,西至利
津县、接东吕高速公路,可实现
东营市区与利津县城、东吕高速
的快速连接。

新建项目全长14.626公里,一
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项目总投资估算约16亿，主跨
420米跨越黄河主河槽,双向六车
道,桥面宽34米,引桥桥面宽31 .5
米。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路面宽
25.5米。工期36个月。

山东作为沿黄省区唯一的
沿海省份，承担着沿黄河经济

带龙头的使命。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东营中心城区连接东吕高
速的快捷通道，有利于加速完
善山东省公路交通网络，缓解
跨黄河交通压力，加快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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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津津黄黄河河大大桥桥建建成成后后效效果果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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