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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航机场数量已达296

个 16日，第二届中国(长春)通用

航空发展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

行。当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

航空分会发布的《2019-2020中国通

用航空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通用

航空发展迅速，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在册通航机场已达296个。

●中国已成全球规模最大集成

电路市场，占比接近50% 第三届

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十八届中国

国际半导体博览会日前在上海开

幕。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

司长杨旭东表示，目前，中国在全

球市场份额中占比接近50%，已经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集

成电路市场。

●财政部发行60亿美元主权

债，引入美国境内合格投资者 中

国连续第四年发行美元主权债，并

引入美国境内合格投资者。财政部

15日公告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

行60亿美元主权债券。本次发行美

元主权债券首次采用Reg S和144A

双规则，国际评级公司主动给予信

用评级。

●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超3万例 法国政府网站15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30621例，单日确诊病例

首次突破3万例，再创疫情暴发以

来新高。数据显示，法国目前累计

确诊病例809684例，累计死亡病例

33125例，现有9605名新冠患者在医

院接受治疗。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决定辞职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

闻局15日发布消息说，为恢复国家

稳定，吉总统热恩别科夫已决定辞

职，他还呼吁各派别支持者撤离首

都，使首都恢复平静。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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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为期10天的第

128届广交会在网上开幕，这

是自广交会举办以来的第二届

“网上广交会”。本届广交会继

续按16大类商品分设50个展

区，展位总数约6万个，境内

外参展企业约2 . 6万家，与首

届“网上广交会”规模相当。图

为15日，青岛市琴岛电器有限

公司的营销人员通过广交会直

播平台推介出口到海外市场的

电热毯产品。 （据新华社）

“云端”广交会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 初

磊 )山东省委、省政府日前印

发《山东省贯彻〈交通强国建

设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

到本世纪中叶，分三个阶段推

进交通强省建设。到2030年，

基 本 建 成 交 通 强 省 ， 打 造

“123”客运通达网，即：省

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内

实现1小时通达、省内各地实

现2小时通达、与全国主要城

市 实 现 3 小 时 通 达 ； 建 成

“123”物流网，即：省内1天

送达、国内2天送达、国际主

要城市3天送达。

根据意见，山东将建设互

联互通、面向国内外的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积极融

入国家交通运输主通道规划

建设，加快临淄至临沂、董

家口至梁山、德州至郓城等

高速公路，京雄商、京沪辅

助通道、济郑、鲁南、青岛

至日照至盐城、滨州至临沂、

青岛西至聊城等高铁通道，济

南机场、烟台机场改扩建等民

用机场项目建设，推动京沪新

一代高速铁路规划建设，强化

与京津冀、长三角、黄河流

域、雄安新区及相邻省的立体

互联。

到2030年，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突破9000公里，形成“九

纵五横一环七射”网络布局；

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省际出

入口分别达到27个和49个；全

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5700公里

以上，高铁网络覆盖县域范

围达到100%，“四横六纵”

现代化高铁网络基本形成；

高速铁路省际出入口达到1 5

个；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6个；

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到

360个。

在省域内便捷顺畅的综合

交通网络建设方面，推进城际

铁路、通用机场、城市轨道交

通、城市群快速公路融合发

展。到2030年，铁路运营总里

程突破10000公里，公路通车总

里程超过30万公里。轨道交

通营运里程达到1 2 0 0公里，

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

率达到100%，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居全国

前列。

打造绿色高效的货运服务

网络。到2030年，综合货运枢纽

达到50个以上，农村物流覆盖

率实现100%。

山东打造“123”客运通达网和物流网

2030年省内各地2小时通达

“宝宝”收益步步升
5%理财被“秒抢”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生态环境监 (检 )测好比

“尺子”，“尺子”准不准直

接关系到数据的准确性。

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

2020年度对57家生态环境监测

机构的监督检查结果。从总体

情况看，大部分生态环境监测

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开展检验检测。其中，自

行整改及责令1个月内整改48

家；责令整改并处罚款8家；淄

博同济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涉嫌

数据造假，被建议吊销资质。

“尺子”不准直接
影响数据准确性

家住济南市西客站片区的

王颖有过这样的经历，为刚装

修好的房子做室内环境检测，

令她揪心的是，找了两家检测

机构，分别出具了两种不同的

报告，而且结论大相径庭。这

让王女士对检测机构这把“尺

子”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此

次检查发现主要问题是：“监

测行为不规范。未严格按照标

准或规范的要求开展采样、

监 测 工 作 ， 如 采 样 点 位 位

置、数量、采样时间存在检

测方法与标准方法存在偏离

现象；检验报告及原始记录

管 理 不 规 范 ， 存 在 采 样 记

录、原始记录信息不全等现

象；未按标准或规范要求实施

质控措施。”

此外，检查还发现如下问

题：设施及条件不完备，有21

家机构的设施不能持续保持生

态环境检验检测资质认定的基

本要求。如土壤检测，未设置

土壤风干室，缺少对易分解或

易挥发等不稳定组分的土壤样

品低温保存设备等；实验室管

理不规范。有18家机构的标准

品、试剂、样品存放条件不符

合要求，实验区域未进行有效

隔离、采样容器清污不分，存

在交叉感染等风险；标准变更

不及时，有14家机构对标准工

作不重视，存在标准变更后未

及时申请变更或扩项的情况，

使用过期作废标准；超资质范

围开展监测。有8家机构存在

监测项目、监测方法为通过资

质认定等超资质认定证书范围

出具报告等情况。

这些检查发现的问题会否

影响到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具有官方认定的CMA证

书资质的山东中研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继涛以室

内装修环境检测为例，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专业检测

机构需要根据被检测污染物的

不同，首先在实验室配置采样

溶液 ,然后再拿到现场取样，

针对不同污染物的现场，采样

时间也有差异，其中，甲醛采

样需要20分钟，带回实验室的

样品经过分析比对，至少3-5

天才能出检测结果。这一系列

步骤都要按照标准来操作。如

果这个过程不够规范会直接影

响到数据的准确性。

淄博同济环境检测
数据造假

此次检查还发现一个重要

问题是监测数据涉嫌造假。检

查发现，淄博同济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数据与原

始记录数据严重不符，检测

报告数据、纸质谱图信息不能

从设备工作站调取，涉嫌伪造

谱图。

对该公司的这一行为，

官方处理意见显示，该公司

数据涉嫌造假，建议撤销资

质。并将对该公司未依照法

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提供环境服务活动，造成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进行

进一步调查。要严厉打击未经

检测出具数据和结果、篡改

伪造数据和结果、未按规定

开展检验检测等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切实规范生态环境

监测市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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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初磊)为推

进离青人员有序流动，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10月

15日，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除省委

领导小组(指挥部)明确规定的

措施外，各地一律不得“层层

加码”。

通知明确，青岛疫情发生

后，全省上下一盘棋开展在青

和离青人员全员核酸检测，除

前期已公布的感染者外，目前

结果均为阴性，密切接触者等

重点人群和疫情关联区域全部

有效管控，专家研判发生社区

传播的风险很小。

通知要求，青岛低风险区

人员离开青岛的，可优先安排

检测，凭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报告或健康码核酸检测阴性信

息离青，抵达后正常工作生

活，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设置

其他限制措施。前期已离开青

岛的人员(除疾控机构协查追

踪的重点人群外)，由当前所

在地进行1次核酸检测，检测

阴性的不再实施其他附加健康

管理措施。对疾控机构协查追

踪的重点人群，继续严格按要

求落实隔离医学观察和健康管

理措施，并将检测结果及时通

报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知要求，除省委领导小

组 (指挥部 )明确规定的措施

外，各地一律不得“层层加

码”，不得擅自增设交通管控

卡口和对小区、楼宇等的限制

措施。对在常态化防控措施之

外附加其他不合理限制要求

的，要立即予以纠正。对造成

恶劣影响的，要坚决依法查处

问责并予以通报。

10月16日上午，青岛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省卫生

健康委党组副书记、省疾控中

心党委书记马立新介绍，经

过省卫健委、公安厅流调溯

源专班72小时连续作战，1万

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利用通

讯大数据等分析，青岛本次疫

情为医院聚集性传播，排除社

区传播。

马立新表示，本起疫情传

播链、证据链完整，经过病毒

基因测序，本次感染病例标本

与9月份两名青岛港感染者高

度同源，传染源可确定来自上

述两人。10月份新出现病例与

青岛市及接触者，与青岛港此

前出现阳性病例无时间、空间

交集。本次疫情暴发是因为，

青岛港两名感染者在胸科医院

隔离期间，在CT检测时防

护、隔离不到位，传染给病人

李某某、陪护牛某某，随后由

二人带入结核病区，导致传染

出现。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疫情防控措施各地不得“层层加码”
低风险区离青人员凭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可正常工作生活

同做甲醛检测两家机构结果迥异 山东监督检查57家环境监测公司

环监机构“校准尺子”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从16日

上午举行的第103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情况通报会上获悉，在疫

情防控新常态形势下举办的第103

届糖酒会，线上线下交易火爆，

拉动济南市消费总额超35亿元，预

计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20%以上。

据第103届糖酒会组委会副主

任、秘书长、中糖会展董事长杨

成刚介绍，本届展会2500家企业、

3万余种商品参展，举办了18场大

会论坛活动、近30余种线上直播活

动，现场参观人次达21万，线上访

问人数达80万。其中，传统酒类展

区参展商541家，调味品及配料265

家，葡萄酒及国际烈酒263家,食品

及饮料763家，食品机械260家，包

装203家，山东展区200家。本届展

会上，全部展区内共有845家参展

商总部位于山东省或在山东设有

分支机构，占全部参展商三分之

一，凸显山东省食品酒类产业雄厚

的基础和强大的实力。

第103届糖酒会还开创了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全新办展模式，开

通了全国糖酒会云展平台，同时

联动全国糖酒会微信小程序、全

国糖酒会官网等作为线上平台的

有效载体，结合线下展商和专业

观众的实际需求，打造了展会新

平台，开辟了展前、展中和展后

持续性的供需对接及品牌推广的

数字化新路径。

第103届糖酒会拉动
济南消费超35亿

恒通股份
净利增幅“拔头筹”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16日，沪

深两市继续缩量震荡，截至收盘

上 证 指 数 报 3 3 3 6 . 3 6 点 ， 涨 幅

0 . 13%；深证成指报13532 . 73点，涨

幅-0 . 68%；创业板指报2724 . 5点，

涨幅-0 . 49%。北向资金日内净流出

5 . 03亿元。

从板块表现方面，燃气、煤炭

等能源股表现活跃，抗流感概念午

后发力，另外银行、保险、石油、

钢铁、券商等蓝筹板块也是稳中有

升；而前期表现积极的酒类板块今

日低迷，酒店餐饮、苹果概念、消

费电子、汽车等板块纷纷走低。

A股缩量震荡
酒类板块低迷

“目前，环境监(检)测市场一些问题比

较突出，部分环境监(检)测机构现场检测不

规范，存在数据失真等问题。”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人士对经济导报记者透露

●“123”客运通达网

到2030年，省会、胶东、鲁南三

大经济圈内实现1小时通达、省内

各地实现2小时通达、与全国主要

城市实现3小时通达。

●“123”物流网

到2030年，省内1天送达、国内

2天送达、国际主要城市3天送达。

●综合立体交通网

到2030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突破9000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5700公里以上，民用运输机场达

到16个

水浒城建“尝鲜”
首只城镇企业债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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