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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战略的山东担当
□大众日报评论员

“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是治国理政
目前，《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方案》 正式获批，已修
的大事。”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视察，并 复黄河三角洲淡水湿地、盐地碱蓬、海草床 9400 公顷，完
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成生态补水 2.05 亿立方米，保护区 13 个取水口首次实现全
会，要求山东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部过水。黄河口国家公园已进入创建验收攻坚阶段。
上走在前，为山东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在保护区，还有一群鸟儿的守护者，他们是东营市公安
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局自然保护区分局的“生态警长”。他们把辖区细化为 4 类
一批创新性政策措施紧密出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加 7 处责任区域，确定一名“生态警长”和一至两名“生态警
速推进，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全面完成，60 多万滩区居 员”，一域一档，精准开展生态保护。目前，山东已全面建立
民实现几辈人追寻的安居梦，黄河国家战略在山东加速落 “生态警长”机制，实施“生态警务”，建立沿黄 9 市公安机关
实落地、取得明显成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山东聚 警务协作机制，
联勤联动、
整体防控、
综合治理。
焦聚力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打造生态保护样板
坚定不移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山东高质量编制规
区、长久安澜示范带、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对外开放新 划，编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高地、文化“两创”新标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划定沿黄 9 市陆域生态红线。今年 2
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月，省委、省政府发布 《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筑牢生态屏障，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量发展规划》，为实现各项目标任务确定了明晰的时间点
三脚架、照相机、望远镜、定位装置……4 月 29 日一 和路线图。
早，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 51 岁
立足防大汛抗大灾，守护黄河安澜
的高级工程师吴立新，背上装有近 10 公斤装备的背包开始
初夏时节，东平湖碧波微荡。湖的另一侧，金山坝上
了巡护工作，在每个鸟类栖息地都要精准“打点”。
机械轰鸣，人声鼎沸，一辆辆工程车，一排排工人，分工
来到湿地恢复区，他拿起望远镜仔细搜寻。“快看， 有序，土料摊铺稳压、撒布水泥、拌和、压实，铺盖毛
那就是白鹈鹕。”吴立新兴奋地说，去年 11 月份首次监测 毡、洒水养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片热火朝天的施
到 1 只，今年监测到 4 只。自然保护区鸟类由 1992 年的 187 工景象。
种增加到现在的 371 种，38 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超过全球总
“抢也要抢出来，一定在 7 天内完成水泥土施工任
量的 1%，成为“鸟类国际机场”。
务。”5 月 4 日，金山坝迎汛除险工程路基水泥土项目负责
“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这几年保护区的鸟类种 人孟庆宽说。作为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也是南水北
类和数量明显增加，印证着黄河口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调东线工程的重要枢纽，东平湖举足轻重。去年 9 月以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入海口时强调，黄河 来，黄河流域出现罕见秋汛，我省黄河河段流量维持在
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要抓紧谋划 5000 立方米/秒量级，东平湖也迎来 20 年来最高水位。
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科学论证、扎实推进。
面对险情，5000 余人奋战三十余天，最终打赢了这场

防汛抢险的攻坚战。面对多日浸泡的金山坝，2022 年，东 质量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载体支撑，
平县决定实施金山坝迎汛除险工程。
起步区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这段时间，东明县焦园乡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占胜每 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引项目，不断汇聚优质高端项目，
天都要和村干部到黄河岸边巡河。“田间灌溉要从黄河里 黄河大道、黄河体育中心、黄河会展中心等一大批重点基
提灌浇地，再就是要沿堤巡查，看看有没有冲坏的地方并 础设施正在建设，区域承载力正不断增强。
及时处置。
”回忆去年秋汛场景，李占胜记忆犹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中共山东省委党
“黄河宁，天下平”。山东聚焦“根治水患、防治干 校 （山东行政学院） 黄河研究院院长黄承梁认为，起步区
旱”，完成黄河下游及东平湖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建设，全 建设加速济南由“大明湖时代”迈向“黄河时代”，将为
面建成黄河河道标准化堤防。
山东半岛城市群更好发挥黄河流域龙头作用提供支撑。
去年 5 月底，我省滩区迁建工程建设全面完成，10 月
放眼齐鲁大地，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滨州渤海科
底外迁社区全部完成搬迁，圆了 60 多万滩区群众的“安居 创城、菏泽现代医药港、东营高端石化基地等一大批特色
梦”。山东大学教授、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余东华 化、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沿黄现代产业大走廊
认为，山东协同施策解决黄河滩区脱贫迁建难题，彻底改 初具规模。
变了群众居住条件、大幅提升了滩区生态、有力地推动了
打造沿黄高质量发展标杆，山东坚定不移推进新旧动
产业发展，幸福黄河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能转换，坚持“四个区分”、执行“五个减量替代”，严控
扛好黄河安澜的担当，山东聚焦发展重点，明确主攻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推动钢铁、石化、铝业等七
方向，统筹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最 大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转型，2021 年“四新”经济投资占
大的矛盾。山东坚持“四水四定”，制定涵盖 174 个行业类 比达到 51.2%，沿黄 9 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6133 家。
别的 1045 个用水定额，黄河干流山东段全部实现取用水闸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协同合作。山
监测计量，完成沿黄 9 市 65 处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 东主动与其他沿黄 8 省 （区） 会商确定了 7 个领域的跨省
设，万元 GDP 用水量较 2019 年下降 4.44%。
合作事项，陇电入鲁等重点事项取得积极进展，黄河科创
项目牵引，答好高质量发展必答题
联盟、黄河流域产教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始发挥作用。牵头
近日，黄河北岸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传来喜讯 建立黄河流域海关关际一体协同机制，创新“陆海联动、
——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中试生产线项目落地济南国际 海铁直运”内陆港物流监管模式，布局建设内陆港 24 个，
标准地招商产业园起步区片区。这一氢能产业基地总投资 黄河流域出口货物境内段综合运输成本下降 20%。
100 亿元，一期投资 40 亿元，将打造全国最大的氢能综合
春山在望，未来可期。齐鲁儿女正以敢于创新的热情
利用示范区。
和决心、脚踏实地的坚持和努力、开拓进取的担当和作
去年 4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为，绘就壮美黄河画卷的山东篇章。
建设实施方案。作为山东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转载自 《大众日报》 2022 年 5 月 11 日 01 版）

市中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
我是市中人，市中是我家。创建文明城市，让家园更美丽、社
会更文明、生活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当前，我市正在争创
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市中区作为中心城区东部核心区、文明城市
主创区，每一位市中人都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共享者，更是文
明城市的创建者、实践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市
中的形象。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承上启下关键的一年，在此，
我们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
一、自觉行动，争当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参与者。积极参与，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文明在口中，不说粗话脏
话、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使用公筷公勺，
做到文明用餐；文明在手上，不乱扔乱倒、乱贴乱画，不乱晒乱
挂、乱堆乱放，不损坏公物、不私搭乱建；文明在脚下，不闯灯逆
行、不抢道加塞、不乱停乱放，不乱穿马路、不闯红灯，不翻越护
栏，驾乘摩托车电动车佩戴头盔，遵守交通法规，做到文明出行。
二、身体力行，争当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传播者。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社会公德、坚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

美德、涵养个人品德。积极践行传统美德，自觉遵守市民文明公
约，尊老爱幼、和睦邻里；善待外来人员，热心回应他人求助，公
共场所主动帮助老、弱、病、残、孕。积极倡导身边人文明生活，
用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带动身边的人，用文明有礼的实际
行动，弘扬文明新风，汇聚全社会向善向美的正能量。
三、热心公益，争当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志愿者。秉承“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参加本部门、本单
位和社区组织的各种文明创建活动及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加志愿
者服务队伍，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每月一主题”活动，开展文明
劝导、文明旅游、环境美化等志愿服务活动，努力营造优美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让“志愿红”成为市中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您的每一份努力，都会使我们的城市更加
文明；您的每一份辛劳，都会为我们的城市增光添彩；您的每一份
热情，都会唤起更多人的文明意识和责任意识。让我们快速行动起
来，共同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美丽市中发光发热！
市中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交通安全文明
出行工作的通知
创建文明城市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市中每位居
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文明交通是
文明城市的标志。根据创城指挥部要求，现就做好
交通文明工作通知如下：
1、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起，全区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落实“一盔一带”要求，骑乘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上道路行驶，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机动
车应系安全带。
2、在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全区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
极做文明交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带动引导身边的

亲人朋友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规
范佩戴头盔，遵法出行，杜绝闯红灯、逆向行驶、
不礼让行人、不各行其道、乱停乱放、行人横穿马
路、翻越护栏等不文明交通陋习。各级各部门各单
位要同时做好下属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服务监管对
象的教育引导工作。
3、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机关全体工作人员
要高度重视，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如因交通违
法行为被交警查处，将严肃通报问责。
中共市中区委办公室
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城区铁路沿线部分环境问题亟待整治

5 月 17 日上午，市中融媒记者与区创城办工作人员一
道，对城区铁路沿线部分路段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实地探
访，发现垃圾清理不及时，环卫设施设置不合理、机动车
辆随意停放、占道经营等问题较为普遍。
01
在振兴路铁道口至君山路铁道口沿线：存在机动车随
意停放，成片垃圾未及时清理，创城公益广告破损，乱贴
“野广告”
、占道经营等问题。
02
在君山路铁道口至文化路铁道口沿线：存在商户占道
经营，垃圾未及时清理，井盖破损等问题，路边车辆随意
停放问题较为普遍。

03
在龙山路街道君山豪苑小区，中心街街道铁西小区，
文化路街道文化北里小区、文化二村等小区发现：存在乱
贴“野广告”，私拉电线，垃圾桶破损、未区分颜色，垃圾
清运不及时等问题。
曝光不是目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创建
文明城市，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
要每一位市民的配合。在此，记者希望铁路沿线属地街道
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以上问题，迅速予以整治解决。同
时，希望铁路沿线商户与广大市民积极行动起来，同创文
明城市，共建美好家园。

5 月 18 日上午，市中融媒记者与区创城办工作人
员一道，继续对城区铁路沿线文化路铁道口以南路段
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实地探访，发现垃圾清理不及时，
机动车辆随意停放、占道经营等问题较为普遍。
01
在文化路铁道口至龙头路铁道口沿线：发现成片
建筑垃圾未得到及时清理，存在机动车随意停放、“野
广告”清理不彻底、占道经营、违章搭建、私拉电
线、人行道地砖缺损等问题。
02
在光明路铁路立交桥南北两侧：发现成片垃圾未

及时清理；立交桥东北侧花园内和路边自行车、电动
自行车随意停放问题较为普遍。
03
在解放南路农发幸福里小区售楼处对面铁路老站
台、大众路东头南侧等地：发现大量废弃物和多处垃
圾未清理。
文明创城，人人都是主人翁，创建成效，你我都
是受益者。对于以上曝光的问题，希望有关镇街、部
门和单位认真整改,市中融媒记者将持续关注相关问题
的后续整改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