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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杨璐

外商数千万投资搁置
市长直指基层人员“懒政”

聊城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村被誉
为“中国葫芦第一村”。2013年，政府出
资在紧邻路庄村的乔庄村建成了一个
占地3600平米的葫芦交易及加工展览
市场。2016年，堂邑镇政府通过招投标
把市场对外出租，“路庄葫芦园旅游专
业合作社”以每年五万一千元的租赁
费中标，2017年也交了租金，然而市场
至今还空着。

问政记者了解到，2017年合作社
负责人路宗会交纳一年租金后进场验
收时却发现，场内没有水也没有电。
2019年合同签下来后，市场的钥匙却
被换掉了。2020年7月，路宗会再次来
到堂邑镇政府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张

“解除合同通知书”。
合作社负责人在问政现场质问：

“葫芦市场建成这么多年了，我多次找
镇政府领导要求启动运营，发挥市场
作用，但是每次都是推诿扯皮。”

“很汗颜，这是换位思考的问
题，如果我是客商会怎么想？”聊城
市市长李长萍表示，这暴露出基层
在营商环境上的不作为，李长萍承
诺，已经签署了协议，政府要立即启
动水电配套，保证市场开业条件。

遇到难题的还有韩先生，他是天
津人，计划在聊城东昌府区投资1500
万元建设肉牛养殖场，可跑了半年多
就是开不了工。土地租赁合同、土地备
案表、项目环评手续等都已经办理，现
在只差一份可开工投产的政府公文。

郑家镇镇政府工作人员解释，

“主要涉及国资委要备案，最初签订
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上级要求，合同
有一定瑕疵。”这样的理由导致企业无
法正常运转，数千万投资搁置。“这是
我在山东第一个投资项目，对当地的
投资环境很伤心。”韩先生说。

问政现场连线东昌府区常务副
区长江绍华，他表态，“合同是有效
的”，接下来成立以自己为组长的工
作专班，连夜进行整改，马上拿出整
改方案，确保企业尽快投产达效。

莘县一旧校舍拆了3年
学生挤在村委办公室上课

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齐王庄
村村南一座三层楼房，主体已经完工，
旁边的塔吊却锈迹斑斑，这就是建设
中的齐王庄小学。2017年旧校舍拆除
后，部分学生进行了分流。如今剩下70
多名学生只能挤在村委会的三间办公
室里上课，其中有两个年级的学生被
安排在一个教室里。过去的三年间，教
学楼仅仅完成了主体施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莘县王庄
集镇余粮海小学和莘县新华希望小
学，工程已经进行两年多，仍没完工。

问政现场连线莘县县长，其解释
称，莘县有在校学生20多万，又是全
省财政困难县，这几年把学校建设安
排给当地一家国企，去年以来企业资
金链非常紧张，影响了学校建设，这
才造成目前被动局面。“今年5月县政
府下决心把学校建设任务接过来，由
教体局具体负责筹资专项运行，正在
督促施工单位加快建设进度。8月底
前保证竣工投入使用，让学生9月1日
开学后搬进新的教学楼。”

问政现场，聊城市市长李长萍表
示，“再穷不能穷孩子”，马上成立工作

专班，3所学校必须8月底前建好。
节目中还提到聊城一中门口“断

头路”让家长很闹心。2016年11月位于
聊城市城区的聊城一中新校建设项
目开始建设。2017年9月1日聊城一中
新校建成启用，但市政配套道路至今
没有完成。7月8日18点，恰逢学生放假
离校，学校门口的车辆排成了长龙，
由于学校进出只有门口一条路，进来
不易，出去更难。

聊城一中新校区附近三条道
路，计划竣工日期为2020年4月30
日，可是附近居民表示去年就已经
停工。住建局工作人员称，由于中标
企业破产导致建设停工。

对此，聊城市市长李长萍表示，看
到这一问题很堵心。“我也是孩子家
长，能充分体会各位家长在送孩子过
程中的无奈，在这里向这些孩子们和
家长们说声抱歉。”李长萍承诺后续会
采取措施，尽快把这条“断头路”打通。

青年渠雨后
水呈深灰色散发臭味

聊城被称为“江北水城”，可在水
城里却流着一条臭水河，市民很闹
心。2014年以来，青年渠改造工程每
年都被列为聊城市住建局年度工作
重点。7月15日大雨过后，河面上漂浮
着一些生活垃圾，为防止河水发臭，
工作人员将河水抽到了污水管道内，
不过附近居民说这样做并没有多大
作用。7月16日上午，问政记者用塑料
瓶取出了青年渠的水，水仍然呈现
深灰色，并有一股臭味。

对此聊城市市长李长萍表示，
青年渠治理难的问题源于聊城的雨
污分流治理不彻底。“我们尽快加快
治理，争取把它变成一条清水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防汛已准备了
8000多台大型工程机械

本次询问首先关注的是防
汛。“水库在我省数量多、分布
广，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
想，这既是防汛的重点，更是难
点。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上八下’
关键期，近期受到持续降雨影
响，防汛压力剧增。目前采取了
哪些针对性措施，确保中小型水

库安全度汛？”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
委员张光峰现场提问。

省水利厅副厅长王祖利透露，
山东水库大部分兴建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以后，以土坝为主，其使
用寿命是20—50年，上世纪水利系
统已有针对性地对水库适时、有计
划地进行加固。“到目前为止，山东
的大中型水库全部加固了一遍，小
型水库从2008年进行了两次集中
加固。特别是2017年以来，对全省
2800多个小型水库进行了集中加
固，从工程措施上极大地消除了防
洪隐患。”王祖利说。

省应急厅党委书记、厅长赵
豪志补充说，水库是重大危险源，
我省每个水库都落实了行政责任
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赵豪志表示，我省已准备好
救援力量，消防2300多名指战员
全部做好准备，并和省军区、武
警、民兵等建立了联动机制，准
备了9万多人，另外还有148支社
会救援力量，严阵以待。装备方
面，全省准备了8000多台大型工
程机械，包括长臂挖掘机等。资
源共享方面，应急指挥中心已接
入全省相关部门的16个信息化系

统，该系统和中央、市县以及事
发现场实现互联互通。

发生3起以上
溺水死亡事件要追责

中小学生溺亡的消息牵动着
社会的神经。专题询问现场，省人
大代表刘云香提问：“去年我省将
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纳入对各
市履行教育职责考核体系之后，有
什么样的效果？今年有关部门又采
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邓云锋说，未成年人意外死亡，从
全国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溺水死
亡，占非正常死亡的60%。2018年
底、2019年初，山东明确省教育厅牵
头相关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效
果比较明显，2018年全省溺水死亡
的学生人数是73人，到2019年降到
47人，下降35.6%。今年上半年到现
在，跟去年同比也下降了25%。

邓云锋介绍，我省抓各级各
类学校防溺水教育工作，建立

“1530”安全教育警示机制。“每天
中小学生放学的时候，班主任老
师都要用1分钟对学生提醒放学
路上、回家路上的安全，苦口婆

心地讲。‘5’是每周五放学时，用5
分钟的时间叮嘱教育。‘30’是30
分钟，在放寒暑假的时候，都拿
出相当于一堂课的时间讲安
全。”邓云峰说，我省还让学生签
订防溺水安全承诺，到现在为
止，今年签了1300余万份。

“未成年人父母，包括家人
责任很重要，必须要家校协同。”
邓云峰表示，我省发挥联防联控
机制作用，将大型河流、水库、塘
坝、深井、矿井全部查清，并建立
责任制，谁来看护，要设置相应
的提醒和警示牌。“一个地方如
果发生3起以上溺水死亡事件，作
为联防联控组，必须由省教育厅
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到一线展开
调查，有责任问题要严肃追责。”

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控
东营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针对危化品车辆运输安全，
专题询问中进行了重点讨论，特
别提到7月15日东营市发生的一
起油罐车燃爆起火事故，该事故
造成8人烧伤。山东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于晓明现场
请应急、交通运输、公安等多个

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回答。
赵豪志指出，目前危化品停

车场存在主管责任不明确的问
题，另外对停车场的建设、管理
也缺少相应的规范和标准。最近
中国石化联合会刚出台了一个
标准，下一步在停车场的建设管
理方面可以参考这个标准。

专题询问上，还现场连线了
东营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晓军，
介绍7·15油罐车燃爆起火事故的
情况。

王晓军介绍，事故的原因
已经查明，是驾驶人违规打开
罐顶的装置来取样，导致罐体
内带压的油气喷出，周边有一
辆车启动准备撤离时把泄漏的
油气引燃起火。这起事故暴露
出在危化品车辆和停车场安全
管理上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
东营将对危化品车辆和停车场
进行专项整治。

王晓军表示，下一步将全面
加强危化品领域各环节的安全监
管。年底前完成化工园区危险品运
输企业风险隐患排查分级，建立退
出机制。年底前完成三四级重大风
险检测预警系统建设，实现重大危
险源在线监控的全覆盖。

本报济南7月23日讯（记者
张阿凤） 记者从7月23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
悉，由山东省政府、中国贸促
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联合主
办的“对话山东—日本·山东产
业合作交流会”系列活动，将于
今年7月30日至9月30日举办。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
线上为主模式，分为对话山
东—日本·山东产业合作交流
会主题研讨会、系列产业对接
交流洽谈会、系列中日城市合
作交流会三大板块。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化
鲁日全方位交流合作，落实去
年年底山东省代表团出访日本
各项机制平台成果，进一步构
建鲁日地方政府、商协会、科研
机构和企业多层次长效合作对
话机制，拓展双方合作新领域、
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对话山东—日本·山东产业
合作交流会主题研讨会是此次

“对话山东”系列活动的核心部
分，将于7月30日上午举行，在济
南和日本东京、大阪分别设立主
会场，16市设分会场。研讨会上，
将深度解读山东和日本地区经
济发展形势，推介优势产业及产
业园区政策，介绍企业合作项目
与合作需求，探讨并展望新形势
下中日合作机遇及方向。

系列产业对接交流洽谈会
包括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
海洋经济、现代农业、医养健
康、文化和旅游6个产业对接交
流洽谈会，并围绕这些产业筛
选发布了427个优质项目。此
外，将视情举办科技、教育等其
他领域的对接交流洽谈会。其
中，医养健康、高端装备制造2
场产业对接交流洽谈会，将作
为主题研讨会配套活动，于7月
30日下午举行。

系列中日城市合作交流
会，已确定济南、青岛、烟台3个
市为重点，其他城市视情与日本
合作城市举办交流会。其中，济
南、青岛2场合作交流会，将作为
主题研讨会配套活动，于7月30
日下午举行。

安全度汛，山东备下9万人救援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就安全生产进行专题询问，防汛、学生溺水等热点被提及

山东将与日本聚焦
六大产业对接洽谈

合
同
瑕
疵
致
千
万
元
投
资
项
目
搁
置

︽
问
政
山
东
︾曝
光
聊
城
重
大
项
目
搁
置
等
问
题

7月23日下午，山东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
联组会议，就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专题询问。本次专题询问采
用云视频+5G连线方式进行，辣
味不减。防汛、防范中小学生溺
水、危化品运输安全等热点问题
被提及。

聊城一中新校区附近的道路至今未修好，学生进出学校很不方便。 视频截图

7月23日晚，
《问政山东》如期
直播，本期接受
问政的是聊城市
政府。本期节目，
镇长不签字导致
千万投资项目搁
置、校门口“断头
路”堵车堵心等
问题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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