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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山东关于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尚未形成一定规

模的产业链，助推地热能多元化综合利用成为当务之急

财务独立性存疑的德润能源，不仅连年亏损，且员

工大量离职。“风雨飘摇”的德润能源，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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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当快药”App
售处方药太随意

Da shi

大事

莱芜雪野等6个通用机场已投用 到2022年山东总共将新增34个

商河通用机场排定“档期”

山东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征求意见

重点监管单位要公开并适时更新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9日，

证监会、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

合发布《关于在科创板注册制试

点中对相关市场主体加强监管信

息共享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

意见》。作为首个专门聚焦特定

金融领域信息共享与失信联合惩

戒的信用监管文件，意见将对科

创板试点注册制中做假账、说假

话的行为进行联合惩戒。

在上交所上市咨询委员会委

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

所所长董登新看来，目前，我国

信用体系覆盖面还偏窄，尤其是金

融领域的信息披露方面较为缺乏

行之有效的信用记录及惩戒措施。

“因此，此次在科创板注册制试点

中，对于相关市场主体加强监管信

息的共享完善，并建立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该意

见从加强部际信息共享和失信联

合惩戒两方面着手，明确了四项

工作机制。其中包括：加强科创

板发行上市审核、发行注册所需

的部际监管信息查询；加强失信

信息推送；证监会、上交所在科

创板审核注册过程中，发现发行

人、上市公司及相关人员在其他

领域、其他部门存在违法失信记

录的，将其作为履行审核注册职

责的重要参考；国家发改委、中

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国

务院国资委、银保监会、民航

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等单位，

依法依规对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中

存在骗取发行注册、信息披露违

法、违反保荐或证券服务相关规

定的相关责任人员，实施十一项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此举，比单纯在证监会内

部施以通报、谴责等措施，要具

有更大的威慑力。只有广而告

之，将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中做假

账、说假话的行为，纳入覆盖企

业经营、个人生活等各个领域

的社会信用系统，接受社会监

督，才能让企业经营者不敢铤

而走险。”董登新对经济导报

记者表示。

导报讯(记者 王伟)近日,

山东省司法厅公布了《山东

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

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

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设区

的市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根据有毒有害物

质排放等情况，制定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向社

会公开并适时更新。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

根据《山东省人大常委会2019

年地方立法工作计划》，该

条例将于9月份提报省人大常

委会初审。

“土壤污染的成因复杂，

治理、修复的技术、资金投

入等方面难度远远大于水、

气污染治理。”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人士介绍说。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办事处总经理

王汀洲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土壤污染修复难度大、成本

高，责任界定往往不明晰。

征求意见稿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门应

当会同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

设等部门，组织对存在土壤环

境风险的住宅、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进行排查，并采取

必要的风险管控措施。

征求意见稿要求，设区

的市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根据有毒有害物

质排放等情况，制定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向社

会公开并适时更新。有色金

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

石 油 开 采 加 工 、 化 工 、 焦

化、制革、表面处理、危险

废物经营、固体废物填埋等

行业中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

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列

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

录。列入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对其用地

土壤、地下水环境每年至少

开展一次监测。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非

法倾倒、堆放、使用、处置

污泥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十万

元 以 上 五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

元 以 上 二 百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并可将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等。

证监会等八部委共同出手

对科创板“做假账说假话”联合惩戒

德润能源
财务独立性存疑

山东地热能:
储量虽大 市场仍小

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着权责利划分不清的隐患，一

旦患者出现用药安全的问题，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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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近日，随着济南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发布商河通用机场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批前公

示，济南新增通用机场项目揭

开神秘面纱。根据到2022年山

东将新增34个通用机场的“时

间表”，经济导报记者采访获

悉，临沂费县等新增项目及莱

芜雪野改扩建项目都在快马加

鞭推进中。

“预计8月底将办完手续，

今年年底将动工，明年下半年

会交付使用。”9日上午，一

名接近临沂费县通用机场项目

的人士透露。

据悉，不同于提供公共航

空运输保障服务的运输机场，

通用机场主要是提供工业、农

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

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

灾、气象探测等服务。作为通

用航空基础设施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通用机场正蓄势“起

航”，山东已投运的项目运营

如何？

到2022年总投资约
57亿元

截至目前，济南已有平阴

2座通用机场及莱芜雪野机

场，商河机场是济南规划新增

的通用机场项目之一。

此前公布的《济南商河机

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

信息显示，商河机场定位A1

类通用机场，占地面积35 . 92

公顷，拟于2020年3月至2021年

2月进行工程施工，2021年6月

正式投入使用，将规划建设1

条800米×30米跑道。

根据《山东省民用机场布

局规划》，到2022年，山东将

新建济南高新、章丘及青岛即

墨、平度等28个A1级通用机

场，日照岚山、五莲等5个A2

级通用机场，德州临邑1个B

类通用机场，改扩建莱芜雪

野机场1个，迁建烟台蓬莱沙

河口机场1个，总投资额约57

亿元。

那么，A、B两类通用机

场究竟有何不同？

9日，山东省通用航空协

会会长邢其年介绍，A、B两

类主要是根据其是否对公众开

放。A类对公众开放，B类不

对公众开放。而根据航空器载

客量不同，A类又细分为A1、

A2及A3。“根据现行通用机

场分类办法，A1类通用机场

是含有乘客座位数在10座以上

的航空器开展商业载客飞行活

动，是通航发展的综合性机

场；A2类是含有使用乘客座

位数在5-9座之间的航空器开

展商业载客飞行活动，A3类

是上述两类之外的，主要服务

于航空旅游、运动等新兴消费

服务。”

邢其年举例说，通用航空

机场的布局从通航发展条件和

需求出发，综合考量旅客吞吐

量、地面交通及区位特点等因

素，“年旅客吞吐量较大的枢

纽机场及国家级通航综合产业

示范园、航空旅游示范工程等

会优先布局A1类通用机场，

5A级以上景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有限布局A2级以上通

用机场，重点医院、

学校、高速公路服务

区等布局A3级通用

机场。”

另悉，远期来看，到2035

年，山东将新增88个通用机

场，其中包括48个A1级、35个

A2级、5个B类。

受访的业内人士告诉经

济导报记者，通用机场规划分

类旨在避免同质化竞争，但后

期业务上还应细化，不能像

港口那样都做大宗商品运输

贸易。

“筑巢引凤”：
航空产业集聚

山东通用机场建设正在

“奋起直追”。截至目前，山

东现有平阴农用、平阴孝直、

莱芜雪野、德州平原、蓬莱沙

河口、滨州大高等6个颁证通

用机场。《山东省民用机场布

局规划》分析认为，山东通用

机场建设起步早，但近年来建

设速度放缓，数量在华东地区

排名前列，但每万平方公里个

数仅相当于美国的1/54、德国

的1/38，整体规模还不能满足

发展需要，难以发挥对产业的支

撑和培育功能。

>>下转A2版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日，住

建部下发《关于开展规范城市户外

广告设施管理工作试点的函》，

决定在青岛、深圳等9个城市开展

规范城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工作

试点。

经济导报记者从青岛市城市管

理局了解到，去年1月1日实施的

《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和去年3月1日实施的《青岛市

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已经对

城市广告的发布等进行了规范。按

照“建设美丽青岛”三年行动方案

和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有关要

求，青岛市持续开展户外广告门头

牌匾整治，将按照“一街一标准、

一店一特色”原则，逐路进行户外

牌匾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该函指出，要以“安全、美

观”为目标，以解决城市户外广告

设施数量多、设置乱、品质低等突

出问题为切入点，清除违法违规城

市户外广告设施，建立长效管控机

制，提高城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工

作水平，促进城市品质提升。

试点城市要结合实际，选择2-

3条道路和1-2个区域开展试点，坚

持“先规划、后治理”的原则，依

规划清理整治、依规划实施许可。

依法编制城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明确总体布局、控制目标和广告类

型。广告设置规划要因地制宜，符

合城市实际，突出人文内涵和地域

风貌，有机融合历史、文化、时代

特征、民族特色等，避免“千城一

面”。试点道路和区域要依据广告

设置规划编制路段和区域城市户外

广告设置的详细规划。

试点城市要全面摸清试点路段

和区域城市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情

况，分类逐一建立台账。对未经许

可擅自设置的、不符合广告设置规

划和详细规划的、违反相关标准规

范的、存在安全隐患的以及严重影

响市容市貌的城市户外广告设施，

依法予以拆除。

入列住建部选取的9个城市

青岛试点规范

户外广告设施管理

●生态环境部要求严禁“一刀

切”和“滥问责” 第二轮第一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于近期启

动。生态环境部8日致函被督察省

(市)和公司，要求坚决禁止搞“一

刀切”和“滥问责”。

●民航局：暑运整体运力增幅

在7%-8% 从中国民航局获悉，截

至目前，民航主管部门已收到各航

空公司暑运期间加班申请共计

19748班(往返计为2班)。从航班计

划量来看，暑运整体运力增幅在

7%-8%。

●我国已有10处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 记者获悉，目前全国共有10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青海、吉

林、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湖北、

福建、浙江、湖南、云南、海南等12个

省，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

●满洲里口岸乱收费 海关总

署要求严查快改 针对内蒙古自治

区满洲里口岸部分单位乱收费等问

题，海关总署9日发布通报，要求

严查快改。海关总署责成满洲里

海关对暴露出的问题，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纠正，向社会公布

整改结果。

●义务教育学校将不得以面试

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近日印

发。针对义务教育，意见规定，不

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上半年全国铁路警方行拘

9000余名违法人员 从公安部9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上半

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处理霸座占

座事件22起、扒阻车门事件11起，

行政拘留霸座、占座、扒阻车门等

违法人员9000余人。

●国际机构预测未来十年全球

农产品价格将保持低位 经合组织

和粮农组织8日在罗马共同发布报

告预测，未来十年，经通胀调整后

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将维持或低于当

前水平。 (均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2 . 7%。上半年，CPI比去年

同期上涨2 . 2%。

6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当

月 ，食 品 烟 酒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6 . 1%，影响CPI上涨约1 . 79个百分

点；其他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2 . 7%、2 . 5%和2 . 4%，衣着、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 . 8%、1 . 6%和0 . 8%；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1 . 9%。 （新华社发）

6月CPI
同比涨2 . 7%

Te bie guan zhu
特别关注

现有通用机场运营情况尚不太理

想。尽管雪野通用机场已经运营5年，但

从投资方面看还未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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