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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字号企业崭露头角 产品集群市场优势明显

市领导在全市中小学
校舍安全工程工作会议上要求

福山特钢产业助推工业转型
本 报 !" 月 !# 日 讯 !通 讯 员 玉 浩
光 绪 洪 超 !"# 记 者 赖 皓 阳 " 随着总

投资 48.
8亿元的宝钢钢管、总投资 4亿
元的宝井剪切加工等“特”字号钢铁大
企业的相继落户、投产，福山特钢产业迅
速成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对工业经济
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近年来，福山区把
特钢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角
色，
育骨干、
壮龙头、重创新，
特钢产业迅
速发展壮大，成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一
环。今年上半年，
福山区以汽车零部件为
主的机械制造、
电子信息、特钢制品三大
主导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利
税、利润占全区比重均达 75%以上。
把好“脉”，壮集群。面对全省、全
国制造业及烟台市汽车和船舶产业快

速发展，对特钢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大
好机遇，福山区把以特钢产业为重点的
大项目引进建设作为调整优化投资结
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以高端精密钢管、水冷设备等具有特定
市场和发展优势的产品作为特钢产业
发展规划和方向，建设了烟台宝钢钢管
园区，启动了 18平方公里的临港物流
园，制定功能设计规划及临港物流、商
贸供应、生产服务等配套发展规划，促
进特钢产业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目前，
该区特钢制品生产和深加工企业达 20
多家，形成特种钢管、汽车和船舶用钢、
合金钢和高等级建筑用钢以及水冷设
备等四大产品集群。
育“龙头”，重创新。福山区着眼于

资金、技术、产品品种等方面，筛选出宝
钢钢管、金裕丰钢管和丰源特种钢管等
重点企业，
给予资金、
政策等多方面优惠
政策，倾力培育骨干龙头。同时，
积极鼓
励引导企业在优势产品研发、高新技术
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新产品，提高
企业市场竞争力。目前，
金裕丰无缝钢管
在胶东半岛无缝钢管市场占有率达
40%以上；丰源特种精密钢管生产的高
加 U型管，国内仅有两家企业能够生
产，生产能力达到 8000吨，占据全国半
壁江山。
强服务，解难题。福山区积极引导
扶持企业在稳固现有供销关系的基础
上，抱团出击挖掘新市场。加大对企业

资金扶持力度，健全政府、银行和企业
三方交流平台，及时协调银行和企业的
关系，提升特钢产业的金融保障能力。
同时，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思路，发挥商
业性担保公司的作用，鼓励和规范企业
间的互助担保，着力为特钢产业发展提
供资金保障。目前，主要承接特钢产业
项目落户的西拓区南延工程正在加紧
推进，已经具备项目落户条件。充分发
挥烟台技术学院、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等
院校作用，以及山东汽车制造业知识产
权信息中心等现有网络资源，积极为特
钢产业发展培育专业和高级人才。近三
年来，新引进硕士及副高以上人才 201
人，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占全部引进人才
的 50%以上。

山东 *, 条省控重点污染河流

达到恢复鱼类
生长条件
据 新 华 社 济 南 !" 月 !# 日 电 据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最新监测数
据，山东省已有 57条省控重点污染
河流全线达标，适宜鱼类生长。
监测显示，
截至 9月底，山东省控
59条重点污染河流化学需氧量、氨氮
平均浓度分别为 24.
2毫克 /升、
1.
1
毫克 /升，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35％和 59.
3％。按常见鱼类能够稳定
生存的技术参考指标（化学需氧量≤
60毫克 /升、氨氮≤6毫克 /升）衡
量，这 59条重点污染河流中已有 57
条河流全线达标，
达标率为 96.
6％。
截至目前，山东仍有两个河流断
面水质超标，分别为东营市的织女河
西水磨桥断面化学需氧量超标 0.
6倍
和潍坊市的虞河纸房桥断面化学需
氧量超标 0.
25倍。

河南平禹
瓦斯突出事故

本报讯 10月 15日至 16日，由湖南省株洲市委副
书记、
市长王群率领的政府考察团一行来我市参观考察。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江汀会见考察团一行，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赵强参加会见并陪同活动。
在烟期间，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雨贷山渔人码头
项目、滨海广场、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火车站、文化中心
和规划展览馆。考察团一行对我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希望通过考察进一步增进
两市之间的了解，促进双方的交流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 记者"
与发展。

全国 11%村庄开展
农村社区建设实验
!" 月 !# 日#救护人员下井救援$ 新华社

$% 月 $& 日清晨 & 时左右!河南省禹州市平禹煤电公司四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初步
统计有 '% 余名作业矿工被困" 救援工作在紧张进行中" 截至 $& 日 $' 时!平禹煤电公司四
矿已发现有 (% 名矿工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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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上海 '()*+的消费者愿意购买耐用品

#"要闻!现场

传前国脚申思
被专案组带走

消费者对物价上涨
存在普遍预期
据 新 华 社 上 海 !" 月 !# 日 专 电 上
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对第三季
度上海市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结果显
示!消费者对未来物价继续上涨存在普
遍预期"
在被问及未来半年物价走势时!
!"#$%的受访者选择了#会上升$!比上
季度上升了 &#! 个百分点%选择#维持
不变$的受访者仅占比 "'#(%!比上季

度又减少了 &#( 个百分点%而选择#会
下降$的占比近 '#)%!环比下降 *#& 个
百分点&
! 月份的全国 +,- 同比增速达到年
内新高& 随着通胀预期的蔓延!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较上季度大幅提升!有
$'#.%的消费者认为当前是购车的好时
机!'$#&%的消费者愿意在当期购买大
件耐用品&

金鸡百花电影节
陈坤赵薇封帝后

!"娱乐!星空

未经无害化处理
不得喂养牲畜
新 华 社 济 南 !" 月 !# 日 专 电 为加
强餐厨废弃物管理，
山东省近日提出，
从
事餐厨废弃物收运、
利用和处理的企业，
应按照有关规定实行行政许可管理，只
有依法取得相应服务许可证的企业，才
有资格开展此项业务。
山东省近日出台加强餐厨废弃物管
理的相关意见，规定从事餐厨废弃物回
收、
利用和处理的企业，
需取得相应的许
可资质。餐厨废弃物应当实行密闭化运

输，运输设备和容器应当具有餐厨废弃
物标志，整洁完好，
运输中不得撒落。
对于有的餐厨废弃物被私人收集
运往城郊农村直接用来喂养牲畜的做
法，山东省规定，禁止将餐厨废弃物交
给未经相关部门许可或备案的餐厨废
弃物收运、处置单位或个人处理，未经
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不得用于喂
养牲畜。
为提高监督效率，山东省提出建立

■ 未经许可，本报所刊作品一律不得转载。想知道更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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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银 川 !" 月 !# 日 电 记者从全国农村社区
建设实验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截至 2009年，全国已有
11％左右的村庄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
据民政部副部长姜力介绍，我国农村社区的服务能
力严重不足，
目前仍有 10.
6％的村没有卫生室，
83.
8％的
村没有文化室，
83.
4％的村没有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综合
性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刚刚起步。为逐步扩大全国农村社
区建设实验覆盖面和受益面，各地应积极扩大实验范
围、提高实验层次、丰富实验内容，在部分经济社会条件
具备、工作基础好、干部群众积极性高的地区设立地市
级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单位。
预计到 2011年底，全国 30％的县将开展农村社区
建设。到 2015年，
全国农村地区将普遍开展农村社区建
设，
60％以上的农村社区基本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
善、
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沪深股市流通市值
新报 170882亿元

在通胀现象日益显现的同时!消费
者对利率的判断在发生分化& 认为未来
) 个月内利率#会上升$的受访者!由上
季度的 '.#'%下降到 '*#.%!幅度较大%
而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 ) 个月内利
率会下降!环比上升了 "#& 点%持#保持
不变$ 看法的比例则由上季度的 $.#&%
上升到到 ')#&%! 环比回升了 / 个百分
点!超过看涨比例&

餐厨废弃物实行密闭化运输
!"体育!劲赛

本报讯 昨天，
我市在招远召开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江汀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
市长张广波主持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参观了招远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现场，通报了全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进展情况，招远市、龙口市、牟平区作了经验介绍，芝罘
区、
栖霞市、
莱阳市、
莱州市作了表态发言。
张江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市校舍安全工程实
施以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事关
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切实把校安
工程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工程、促进教育事业发
展的基础工程、保障师生安全的民心工程，高标准、高效
率地完全成好这项重大任务。
张江汀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计划，力争在
2011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任务。要
全面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已开工项目要抓工期、抢进度，
确保达到计划要求；列入今年计划尚未开工项目要加大
推进力度，缩短审批时间，年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明年项
目要抓紧筹备，争取明年上半年全部开工建设。要加大
督导考核力度，
（下转第二版）

株洲市政府考察团
来烟考察

截至 .1 日 .& 时 $已发现 2) 名矿工遇难

今 日 导 读
我市查获 7万株
有毒葡萄苗木

建设最牢固最安全
最放心校舍

关
注

两市股票平均价格 +,-,. 元
据新华社深圳 !" 月 !# 日专电 经过连日上攻后!截
至 "* 月 "& 日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沪深股市流通市值
报 "/*!!( 亿元!两市总市值合计达 ()(("' 亿元%两市股
票平均价格为 "*#*" 元&
目前!沪市拥有上市公司 !!/ 家!上市股票 .$" 只!
总股本 ("$&* 亿股!流通股本 "$&&" 亿股%深市拥有上市
公司 "*.! 家!上市股票 ""'* 只!总股本 '!$) 亿股!流通
股本 $(&( 亿股&

今天多云到少云

市区最高气温 12℃
本 报 讯 !!"# 记 者 刘 向 阳 " 今天，
我市天气以云系
变化为主，云量减少，
东北风，
风力逐渐减弱。今天，
市区
天气多云到少云，东北风 5-6级转 4-5级，最高气温
16℃，
最低气温 12℃。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明天
后期，我市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降水过程，风力不大，气温
变化较小。

餐厨废弃物“档案”。餐厨废弃物产生、
收运、
利用和处理企业要建立台账，
详细
记录餐厨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用
途等情况，
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
另外，
山东还对“地沟油”进行专项
整治。
山东省表示，
将以城乡接合部和城
市近郊区为重点，仔细排查和清理非法
生产“地沟油”的黑窝点；以集贸市场、
批发市场等场所为重点，严肃查处经营
假冒伪劣和来源不明食用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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