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山东福彩网首页 子要上福利彩票？是否亵渎传统经典？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孔山东福彩网首页 子要上福利彩票？是否亵渎传统经典？

 

孔山东福彩网首页 子要上福利彩票？是否亵渎传统经典？

 

孔子要上福利彩票？能否亵渎保守典范？重心提示：日前，听听山东福彩网首页。全国首款以孔子

以及《论语》为主题的福利彩票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首发，我不知道孔山东福彩网首页。在官方惹

起广博质疑，山东济宁福彩网。有 人以为，这一做法亵渎了中国保守文明典范；有人以为，山东济

宁福彩网。此举是以发扬文明之名实行敛财，不可取。想知道经典。发行方则表示这种彩票有助于

宣传保守文明。这套名为“中华名人——孔子”的彩票，事实上山东。票面选取了三幅作于明清时

期的孔子画像，福彩网。每...

 

日前，全国首款以孔子以及《论语》为主题的福利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首发，山东济宁福彩网。在

官方惹起广博质疑，听说是否。有 人以为，首页。这一做法亵渎了中国保守文明典范；有人以为

，对比一下山东福彩网首页。此举是以发扬文明之名实行敛财，不可取。买双色球的技巧。子要上

福利彩票？是否亵渎传统经典？。发行方则表示这种有助于宣传保守文明。我不知道传统。

 

 

这套名为“中华名人——孔子”的，山东福彩网首页。票面选取了三幅作于明清时期的孔子画像

，你看孔山东福彩网首页。每张面值10元，中奖面36.67％。其实福利彩票。据山东省福利发行中心

在其官方网站上先容，山东福彩网首页。事实上双色球最准预测。孔子取得财政部照准，学习山东

济宁福彩网。其玩法具有独创性，山东福彩网首页。是将儒家典范著作《论语》中的名言警句用作

奖符，我不知道山东福彩网首页。对应不同级别的奖金。如一等奖奖符为“礼之用，想知道亵渎。

和为贵”，山东济宁福彩网。中奖者可支付30万元奖金，最低第八级能拿到10元奖金，山东济宁福

彩网。奖符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然则，山东福彩网首页。不少人以为，对比一下子要上福利彩票？是否亵渎传统经典？。这种让孔

子变得满身铜臭味。家住济南处置财会事业的公务员汪明智以为，固然这种体式格局是一种创新

，也许会有益于孔子文明的传布，但是将孔子文明与这种投机行业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不能担当。

 

 

广东媒体人毕舸在《长江日报》颁发评论指出，不论挂上何种宏约略也许义，到底归属于议定哄骗

群众的心思、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经济活动，于是乎孔子普及文明和盈利之间生存彰着的逻辑悖

论。

 

 

9916山东济宁福彩网　山东济宁福彩网_山东福彩网首页_山东济宁福彩网
新浪网就此倡始的一项拜谒出现:52.7％投票者不赞同，以为；42.5％采用赞同，以为集资用于福利事

业，有助于发扬孔子和儒家文明；4.9％采用不好说。

http://www.163cp.com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看待发行方山东省福利发行中心来说，官方的质疑扫数出乎他们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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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邹城市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

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扎实苦干，全市经

济呈现出速度加快、效益提高、结构优化、亮点增多、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

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一、经济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3.3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0.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8.76亿元

，增长7.3%；第二产业增加值151.1亿元，增长25.6%；第三产业增加值63.46亿元，增长13.4%。三次

产业结构比例为8.0：64.8：27.2。工业经济成为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

持对全市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消费品市场稳中趋旺，外贸出口和实际利

用外资成效显著，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全市农林

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7.42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1.18%。其中:农业产值17.35亿元，增长

22.89%；林业产值0.52亿元，增长20.3%；牧业产值16.83亿元，增长45.18%；渔业产值1.69亿元，增长

16.42%；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1.03亿元，增长10.73%。农、林、牧、渔业分别实现增加值8.03亿元、

0.36亿元、8.96亿元、1.10亿元，分别增长5.08%、25.81%、46.53%、12.79%，林牧渔业增加值占农业

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6%，内部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农业生产全面增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03.78万

亩，比上年减少9.77万亩；粮食总产47.45万吨，单产达到457公斤／亩，增长9%。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25.04万亩，蔬菜种植面积20.4万亩。设施农业有较快发展，全市塑料大棚发展到3213个，比上年增加

53个。林业取得新进展。全年新增造林面积3001公顷，有林地面积达到.7公顷。农田林网新增面积

700公顷，农田林网改善面积2300公顷。苗木产量3200万株，四旁植树425万株。畜牧业发展势头良好

。全市生猪存栏42.73万头，比上年增长6.9%；出栏80.15万头，比上年增长16.4%。羊存栏51.99万只

，比上年增长5.3%；出栏76.98万只，比上年增长6.3%。牛存栏4.65万头，比上年增长6.2%；出栏

3.3万头，比上年增长44.7%。家禽存栏量875.1万只，比上年增长7.8%。肉类总产8.23万吨，比上年增

长0.2%；禽蛋产量9.42万吨，比上年增长0.4%；奶类产量7318吨，比上年增长10%。渔业生产稳步发

展。全市水产养殖面积4300公顷，比上年增加167公顷，水产品产量实现2万吨。农业生产条件进一

步改善。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53.71万千瓦，农用拖拉机4155台，农用汽车713辆。全年机耕面积

达到87.32万亩。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2.86万吨。农村用电量万千瓦小时，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56.4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工业生产持续增长，运行质量不断改善。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发展到100家，比上年增加34家；工业增加值完成126.56亿元，增长55.6%；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293.56亿元，同比增长33.54%；利税54.64亿元，增长52.65%；利润30.56亿元，增长46.16%。总资产贡

献率21.46%，资本保值增值率115.12%，资产负债率61.02%,流动资产周转率1.62次，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产品销售率94.69%，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22.99%。工业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14家。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6.58亿元，比上年增长99.61%，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26%，比上年提高

3.15个百分点。建筑市场发展较快。全市建筑业完成增加值17.79亿元，增长19.6%。全市房屋施工面

积194.13万平方米，竣工面积80.21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80.2亿

元，增长25.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41.56亿元，更新改造投资17.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3.48亿元



。交通运输业发展平稳。全市完成公路货运量1433万吨，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公路客运量401万人

，客运周转量7895万人公里。邮电通信业有新发展。邮电业务总量2.31亿元，增长7%，其中电信业

务量2亿元，增长7.4%。全市固定电话交话机总容量15万门，其中市话交换机总容量5万门，农话交

换机总容量10万门。全市电话用户达到18万户，较上年末增加4.19万户；农村电话用户达到9.8万户

，增加1.3万户。移动手机用户达到18.7万户。消费品市场稳中趋旺。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44.7亿元，增长17.7%，其中，批零贸易业完成35.75亿元，增长16%，餐饮业完成6.95亿元，增长

18%。城市完成31.95亿元，增长17.3%，农村完成12.75亿元，增长13.4%。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全市合同利用外资2.3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3亿美元，外贸出口1.52亿美元，分别增长91.8%、

357.2%、930%。境外劳务输出183人，增长66.4%。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

值49.96亿元，增长55.7%；实际缴纳税金4.68亿元，同比增长68.8%；完成出口总额4772万美元，同比

增长35.3%。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0.002亿元，增长26.89%；财政支出11.76亿

元，增长23.48%，财政收支基本保持平衡。金融运行平稳。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40.91亿元

，比年初增加21.5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3.29亿元，比年初增加13.29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86.59亿元，比年初增加7.57亿元。保险事业快速发展。全市累计保险金额178.74亿元，各类保费收入

2亿元，累计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3442万元，其中财产险赔付金额2190万元，人身险赔付金额

1252万元。二、社会事业科技事业取得较大进展。实施科技计划项目5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5项，省

级4项，市级8项。技术创新成果丰硕，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46项，有14项科研成果获得省、市科技

进步奖，其中5项获省科技进步奖，9项获市科技进步奖。全市申请专利78项，同比增长39.3%，累计

专利申请总量517件，专利授权51项。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全市普通中学45所，在校学生人

；高级中学4所，初级中学38所；小学209所，在校学生人；幼儿园70所，入园儿童9893人。特殊教育

学校1所，在校学生192人；中等职业学校5所，在校学生人。全市各类卫生机构48个，其中医院24个

，卫生院16个，专科防治院（所、站）2个，卫生防疫机构1个，妇幼保健机构1个。年末各类卫生人

员5888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599人，医疗床位3576张。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获国家级铜牌1枚，省

级金牌1枚，省级铜牌3枚。文化广播档案事业稳定发展。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场所1个，公共图书

馆1个，文化馆1个，博物馆1个。广播电视覆盖面继续扩大，年末全市有线电视用户达到5万户，广

播人口覆盖率70%，电视人口覆盖率100%。全市各类档案、图书资料7万多卷（册），可提供利用各

类法律、法规性的现行文件1867件。旅游业迅速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18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6%；旅游直接收入1.76亿元，增长28%；旅游社会总收入7.2亿元，增长42%；旅游创汇收入86万美

元，同比增长16%；旅游商品创汇收入32万美元，同比增长23%。三、城乡建设和管理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市城区绿化覆盖面积930公顷，绿化覆盖率4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9.1平方米

，年末城区道路总长度257公里，路灯5360盏，市内公交运营车辆117辆，城区内供水管网长度698公

里，煤气管网长度361公里，污水管网长度50公里，垃圾清运量154万吨。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绩

。全年污染治理资金支出万元，其中，用于治理废水2580万元，治理废气9680万元，治理噪声110万

元。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2.7％，“三废”综合利用产值9885.5万元。四、人口与人民生活人口

保持低速增长。年末全市总户数32.33万户；总人口112.04万人，其中，男性58.38万人，女性53.66万

人；非农业人口35.4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17万人，出生率为10.44‰；死亡人口6386人，死亡率为

5.7‰；人口自然增长率4.74‰。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据抽样调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085元，增长15.02%；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434元，增长9%。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年末农村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31平方米。职工工资水平继续提高。年末全市在岗职工人数14.95万人，全年在岗职工工资总

额27.17亿元，增长11.3%；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增长13.36%，其中，邹城市属职工平均工资元，增

长10.55%。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18.18万人，增长12.6%；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17.02万人，增长17.5%；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2.02万人。安置再就业人员人。年末登记失业



人数5221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6%。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初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

系。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6万人，医疗保险收缴额3200万元。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全市城市低保

对象0.3万户、0.8万人，发放低保金475万元；救助农村低保对象0.3万户、0.6万人，发放救助金137万

元；供养农村五保3200人，年投入供养资金231万元。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302个，其中综合

性社区服务中心5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3000万元，接受社会各类捐赠206万元。,孔子要上福利

彩票？是否亵渎传统经典？核心提示：日前，全国首款以孔子以及《论语》为主题的福利彩票在孔

子故里山东曲阜首发，在民间引起广泛质疑，有 人认为，这一做法亵渎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有人

认为，此举是以弘扬文化之名进行敛财，不可取。发行方则表示这种彩票有助于宣传传统文化。这

套名为“中华名人——孔子”的彩票，票面选取了三幅作于明清时期的孔子画像，每...,日前，全国

首款以孔子以及《论语》为主题的福利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首发，在民间引起广泛质疑，有 人认为

，这一做法亵渎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有人认为，此举是以弘扬文化之名进行敛财，不可取。发行

方则表示这种有助于宣传传统文化。这套名为“中华名人——孔子”的，票面选取了三幅作于明清

时期的孔子画像，每张面值10元，中奖面36.67％。据山东省福利发行中心在其官方网站上介绍，孔

子获得财政部批准，其玩法具有开创性，是将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名言警句用作奖符，对应

不同级别的奖金。如一等奖奖符为“礼之用，和为贵”，中奖者可领取30万元奖金，最低第八级能

拿到10元奖金，奖符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不少人认为，这种让孔子变得满身铜

臭味。家住济南从事财会工作的公务员汪明智认为，虽然这种形式是一种创新，可能会有利于孔子

文化的传播，但是将孔子文化与这种投机行业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不能接受。广东媒体人毕舸在《

长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无论挂上何种宏大意义，终究归属于通过利用民众的心理、将社会资源

重新分配的经济活动，因此孔子普及文化和盈利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新浪网就此发起的一项

调查显示:52.7％投票者不赞同，认为；42.5％选择赞同，认为集资用于福利事业，有助于弘扬孔子和

儒家文化；4.9％选择不好说。对于发行方山东省福利发行中心来说，民间的质疑完全出乎他们的意

料,,济宁市邹城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邹城市统计局（2008 年3月13 日）2007 年，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济宁

市各项工作部署，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全市国民经济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

势头，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城乡人居环境日益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综合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初步核算，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实现376.9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7.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5.18 亿元

，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237.94 亿元，增长18.3%；第三产业增加值113.79 亿元，增长18.4%。三

次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为6.68：63.13 ：30.19 ，与上年相比，一产下降0.31 个百分点、二产提高0.15 个

百分点、三产提高0.16 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元。二、农林牧渔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全市上下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标，加大各项惠农支农政策扶持力度，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48.77 亿元，增长

13.6％。种植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种植业增加值11.30 亿元，增长9.1%。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21.75 万

亩，下降2.6％。其中，小麦播种面积56.26万亩；玉米播种面积50.93万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61.9 万

亩，比上年增加7.6 万亩。油料作物播种面积23.2 万亩，增长3.85％。蔬菜播种面积25.41 万亩，增长

31.86％。全年粮食总产量54.77 万吨，其中，小麦22.27 万吨，玉米24.37 万吨。设施农业发展加快。

全市塑料大棚达到5987 个，实现总收入1.33 亿元，增长49.61％。林业生产持续发展。全市林业总产

值完成0.8 亿元，增长26.98％。新增造林面积3059 公顷，其中用材林275 公顷、经济林747 公顷。全

年共载植各类树木（含花灌木）321 万株，年末实有林地面积.5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4.3%，比上年

提高1.4 个百分点。全年林果产量11.4 万吨。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受市场价格影响，主要畜产品产



量有增有减。全年肉类总产8.87 万吨，下降0.07％；禽蛋产量7.86 万吨，增长4％；奶类产量2.52 万吨

，增长127％。年末大牲畜存栏4.61 万头，羊存栏45.67 万只，家禽存栏801.58万只, 分别增长7.21％、

11.39％、6.61％，猪存栏33.14 万头，下降1.66％。渔业生产稳中有升。全年渔业总产值完成1.98 亿元

，增长15.12％。水产养殖面积2465 公顷，增长12.4％。水产品产量2 万吨，增长5.82%。农业机械化

程度提高。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58.1 万千瓦，增长2.98%；农用拖拉机4278 台，增长3.76%；农

用汽车707 辆，下降5.48％；联合收割机212 台，增长8.72％。全年机耕面积达到69.88 千公顷，机播

面积35.59 千公顷，机收面积47.97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37.88 千公顷，其中，节水灌溉面积16.63 千

公顷。机电井新增157 眼，累计达到1.25 万眼。全年农村用电量9814.44 万千瓦小时，增长3.54％。塑

料薄膜使用量2379吨，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2.99 万吨，增长5.65％。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电

网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在村村通电的基础上，实现了村村通电话，通汽车行政村比重上升到100%。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9％。“一池三改”生态家园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沼气用户累计发展到1.6

万户，全市已有390 个村启动实施“一池三改”工作。三、工业和建筑业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全年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9 家，累计达到272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425.24 亿元，增长

25.15％。从经济类型构成看，国有企业完成18.49亿元，增长46.1%；集体企业完成12.61 亿元，增长

6.11%；股份合作制企业完成0.71 亿元，增长220.73%；股份制企业完成326.13 亿元，增长21.86%；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完成54 亿元，增长32.5%；其他经济类型企业13.3 亿元，增长100.5%。从轻重

工业看，轻工业完成20.69 亿元，增长29.2%；重工业完成404.55亿元，增长24.95%。轻重工业总产值

比例为约5% :95%。节能降耗成效明显，万元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实现双下降。工业效益

稳步提高。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08.25 亿元，增长20.08％；主营业务收入450.16 亿元

，增长28.14%；利税89.65 亿元，增长20.34%；利润50.76亿元，增长13.51%；亏损面为5.15%，下降

2.73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6837 万元，下降5.32%。总资产贡献率15.61%，提高0.16 个百分点

；资本保值增值率122.34%，提高5.62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64.33%，下降0.45 个百分点；流动资产

周转率1.96 次，加快0.28 次；全员劳动生产率13.54 万元/ 人，比去年增加2.45 万元/ 人；产品销售率

98.38%，提高0.82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26.16%，提高12.31个百分点。利税超千万元

企业达到19 家，比上年增加5 家，其中超亿元企业达到5 家，比上年增加1家。建筑业稳定发展。资

质以上建筑企业57 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6.5 亿元，增长4.33%，其中，建筑工程19.78 亿元，安装

工程5.62 亿元。期末从业人员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881 人，建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2.67 万元

/人。全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88.35 万平方米，增长12.1％；房屋竣工面积93.86 万平方米，降低

8.1％，房屋竣工率49.83%。四、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增长。全年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1.54 亿元，增长8.83％。其中，城镇完成51.36 亿元，农村完成46.23亿元

，房地产开发完成3.95 亿元。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在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6亿

元，增长289.8%；第二产业投资63.84 亿元，下降23.5%，其中工业投资55.22 亿元，下降27.5%；第三

产业投资31.69 亿元，增长267.9%。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全年在建项目656 个，其中，新开工项目517

个，竣工项目507 个。过亿元项目12 个，过5000 万元项目33 个，过500万元项目350 个。房地产开发

稳步推进。全年房地产施工面积78.65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10.93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

35.25 万平方米，实现销售额6.66 亿元。其中住宅销售面积28.17万平方米，占商品房销售面积的

79.91%。五、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较快，发展活力逐步增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到3.4万户，增长

12.6%。其中民营企业2595 户，增长18.2%。从业人员达到10.68 万人，增长16.4%；注册资金达到

23.62 亿元，增长18.2%；实际上缴税金11.63 亿元，增长40.6%。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交通运输

能力继续提高。全年公路建设投资1.11 亿元，新建改建公路347.3公里，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058.1

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31.6 公里。全市货运车辆2742 辆，客运营运车辆1729 辆，其中营运客车

916 辆，出租车813 辆。全年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1581 万吨，增长2.52%，货物周转量万吨公里，增



长3.3%；客运量406 万人，增长2.53%，客运周转量9234 万人公里，增长2.25%。内河航运完成货运量

460 万吨，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年末民用汽车拥有量2.89万辆，增长23.3％。邮电通信业较快增长

。全年邮电业务收入实现2.78 亿元，增长9.1%，其中电信业务收入2.42 亿元，增长9％，邮政业务收

入3592 元，增长10％。年末全市交换机总容量26.43 万门，其中农话交换机总容量12.43万门。全市年

末固定电话用户21.13 万户(包含小灵通用户)，比上年增加1.99 万户。其中市内固定电话用户9.43 万

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11.7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37.62 万户，新增4.62 万户。全市互联网用户2.65 万

户,新增1.1 万户。报刊期刊累计发行量1576.11 万份，杂志发行量97.74 万本。七、国内外贸易业消费

市场繁荣活跃，城乡市场日趋和谐。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5 亿元，增长19.0%。从行业上

看，批发零售贸易业完成71.9亿元，增长18.4％；住宿餐饮业完成12.1 亿元，增长11.3％；其他完成

4.5 亿元，增长63％。城乡市场发展日趋和谐，城市市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8.4 亿元，增长

19.8％；农村市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0.1亿元，增长15.7％。在全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非公有

经济零售额77.2亿元，增长16.76%，所占比重达到87.2%。年末全市亿元商品交易市场达到10 处。对

外贸易不断扩大，招商引资继续加强。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增长7.46%，其中出口 万美元

，增20.08%。在全部出口中，一般贸易出口 万美元，增长14.68%；加工贸易出口2680 万美元，增长

95.05%。全市新签订合同利用外资项目6 个，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7400 万美元。境外劳

务输出560 人，增长22.27％。全市引进市外国内资金1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个数累计286 个，比年初

增加214 个，其中过亿元项目15 个；合同利用市外国内资金302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30.6 亿元，增

长27.2％。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57.32 亿元，增长

11.36％。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9.3 亿元，增长24.88%。地方财政支出完成20.29亿元，比上年增长

17.16%。金融运行健康平稳。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08.78 亿元，比年初增加17.53 亿元，其中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15.95 亿元，比年初增加4.19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30.79亿元

，比年初增加15.95 亿元。保险事业稳步发展。全年各类保费收入1.69 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0.81 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0.88亿元。全年累计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0.88 亿元。其中，财产险赔

（给）付金额0.37 亿元，人身险赔（给）付金额0.51 亿元。九、旅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旅游业发展加快。全市旅游总收入达到13.8 亿元，增长27.8％；接待国内游客76.8万人次，增长

6.3％，国内旅游收入实现13.77 亿元。接待入境游客0.76 万人次，增长24％，旅游创汇9.01 万美元

，增长31.3％。全市现有AAAA级旅游区1 个，AAA级旅游区1 个，AA 级旅游区1 个，旅行社19 家

，星级饭店3 家。科技事业取得新进展。全市实施科技计项目99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项，省级5 项

，市级19 项。技术创新成果丰硕，取得重要科研成果83 项，有28 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市科技

进步奖，其中，8 项获省科技进步奖，20 项获市科技进步奖。全市申请专利526 项，专利授权248 项

。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实现高新技术产值59.9亿元,增长33.3%，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4.7%，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认定高新技术企业55 家，其中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1 家，省级27 家，市级27家。建立3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处国家火炬计划技

术产业基地，高标准农业科技示范园4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年末全市拥有各类职业中学6 所，在

校生1.6 万人；普通高中6 所，在校生2.09 万人；初中35 所，在校生3.93万人；小学185 所，在校生

7.13 万人；幼儿园79所，在园儿童1.76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1 所，在校学生124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为10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55.36%。文化事业较快发展。年末全市共有艺

术表演团体1 个，艺术表演场所1 个，公共图书馆1 个，文化馆1 个，博物馆1 个。年末共有广播电台

1座，电视台1 座，广播人口覆盖率100%，电视人口覆盖率100%，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11.5 万户，有

线电视入户率48%。城乡文化事业稳步发展，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省级3 家，济宁市级9家。医

疗卫生条件稳步改善。全市现有各类卫生机构52 个，其中医院31个，卫生院14 个。年末各类卫生人

员6110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161 人，执业医师1493 人，执业助理医师631人，护士1758 人。医疗



床位3878张。农村村级医疗点689 处，占行政村的79.3％，共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878人。全市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69.43 万人，参合率93.8％。体育事业取得新成就。竞技体育水平有新的提高

，在参加全国比赛中，获银牌1 枚，铜牌2 枚；在参加全省比赛中，获金牌8 枚，银牌6 枚，铜牌8枚

。十、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城市化进程加快。积极推进东城新区建设，城区建成面积扩大到32.50 平

方公里，完成绿化工程建设投资2074 万元，城市绿化覆盖面积1141 公顷，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8.9公

顷，人均拥有公共绿地15.52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全年完

成城建投资1.5 亿元，新修道路2 条，维修8条，年末城市道路长度271 公里，路灯6000 盏。新开通

2条公交路线，城市公共交通营运车辆196 标台，运营线路294 公里。全年自来水供水总量4210 万立

方米，供水普及率98.4％。年末用气普及率达到98.32％，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达到100％。环境保

护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市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全年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天数为326天。

全市共完成环保投资6.24 亿元，其中用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2.94 亿元，城市建设环保投资1.79 亿元。

全市地表水水质明显改善，各主要河流、湖库COD 浓度较上年下降11%，城市饮用水源达标率达到

100%；全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100％、93.5％。十一、人口、

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年末全市总户数34 万户，总人口113.59万人，比上年增加

4276 人。其中男性人口58.88 万人, 女性人口54.71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9.47‰，人口死亡率为

7.4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5‰。据省1％人口抽样调查测算，全市常住人口为111.97 万人。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据抽样调查，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元，增长14.9%；城市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7194 元，增长12.1％。农民人均纯收入5836 元，比上年增加695 元，增长13.52%；农民

人均生活费支出2976 元，增长9.39%。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元，增长20.8％，其中邹城市属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为 元，增长31.9％。城乡居民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年末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1.03 平

方米，比上年增加1.37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2 平方米。劳动就业形势稳定。全市转移农

村劳动力14.04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79万人，其中下岗职工再就业1.13 万人。累计组织职业介绍

洽谈会52 次，办理求职登记0.88 万人次。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812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85％。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人（其中企业参保职工人）；参加失业保险

参保人数 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初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 人，收缴基本医疗保险6160万元，支付医疗保险费4958 万元。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年末全

市拥有各类福利院、敬老院22 所，床位2817 张，收养各类人员2460 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450 个，其中综合社区服务中心5 个。社会福利企业15 家，安置残疾人505 人。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

票5386万元，接受社会捐赠185.8 万元。年末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6350 人，发放低保金1014 万元

；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人，发放救助金676万元，供养农村五保2603 人，投入供养资金554万元。

,,江湖经验之三：别玩彩票、炒股票、买保险(转发)2008-03-03 09:38 阅读13,评论0,字号：大中小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工人成批下岗，大学生成批流浪，农民蜂拥入城

市，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于是，一些一心想一夜暴富或者被如簧巧舌迷惑的凡人，便轻信了官

方或垄断企业的种种谎言，疯狂的陷入彩票、股票、保险等深不可测的陷阱当中。我以所学所见

，给大家提三条建议：一、别玩彩票。我最初买彩票是在2000年，山东临沂。当我连续购买7期后

，就觉得其中水太深，非我辈所能够把握。如果寄希望与命运，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凭身体挣钱。

01年到西安，那里的彩票业甚是火暴。当时福彩、体彩的管理方的骗术大概还没有修炼到炉火纯青

的程度，就听说有几个人成立了“买彩公司”，通过赌博的方式砸彩票，竟然1年内中了6次头奖

，一下子把彩票中心惹急了，一纸诉状将他们告发，最后查封、招安，那几个人据说进入了彩票中

心，从一个“造反派”一跃而成“保皇派”。过了几年，忽然传出西安灞桥的“宝马彩票案”，我

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全国各地都如此，在即开型彩票中，中大奖的（1000元以上），100%是打工者

、旅游者、出差路过者，反正当地人没有在当地中奖的！其中奥妙还用说吗？今年邯郸农行的俩傻



比，4500万买彩票都不能中奖（很简单的玩法啊），这难道符合理论上的概率吗？网上已经有人披

露彩票的猫腻，想必大家应该看到过；我只想说，目前相对公正的，只有足球彩票，好歹那是老外

来踢，只要不做球，偶然性还是很大的，每期中头奖的一大群就是例证。但是这也有人在操纵，因

为世界上有太多的“赌球公司”和缺乏职业道德的球员、教练、裁判。所以，忠告朋友们，不要沉

迷于所谓的“中 国**彩票”，天上掉馅饼的事不会轮到你，除非你是猪八戒。二、别炒股票。世界

上最成型的股票在哪里？答案可以有好几个，但唯一不正确的就是“中 国”。本人好歹学过几年经

济，深知目前“初级阶段的经济”是什么模样。不可否认，是有人靠炒股翻身了，但是，请注意

，那是万骨枯后的一个小将！真正的赢钱者在哪里？在红墙大院中，铁壁铜墙里，“正大光明”牌

匾下！人家的手指轻轻一动，就将滚滚钞票收入囊中；可怜那么多被套牢的股民，仍然相信那些道

貌岸然的“股评家”、经济学家、企业家，把自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砸进这些吞噬人命的黑洞

！前几天看到网上一篇“股市中十大荒谬口号”的文章，把当今股市的骗术揭露的体无完肤。这些

年，我见过许多的老板、大款，他们无一例外都笃信勤劳致富，没人相信炒股可以发财。今年众多

股民陷入中石油泥潭无法自拔，告诉你，在油田，一个非正式电工的月工资是2500；而最近中石油

还声称亏损，要求国家补贴！！！你还愿意把自己买土豆的钱送给他们去挥霍吗？三、别买保险。

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交强险”事件，让我很是寒心。一个应该是保障安全的东西，竟然要强制实

行，可见其中多少无奈与痛苦！本人管理办公室多年，对养老保险深有体会，实话实说，目前而言

，养老保险就是年轻人掏钱给老人花，国家一点没有支出，还不断亏损！这还不算一些腐败分子挪

用这些百姓的养命钱来豪赌、建楼、投资！天知道等几十年后，轮到你享受这份福利时，会是什么

样的天？所以我笃信，什么保险都不保险，自己手里存下黄金最保险！本人有一篇转载博文《保险

公司业务员告诉你保险骗人真相》（07年5月2日），请善良的朋友看一看，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商业

保险的种种陷阱。还想说的是，假如你有幸去保险公司理赔一次，我相信，你会真切感受到世界上

最无耻的推诿、敷衍、蛮不讲理。本人曾经与他们打交道多次，已经无话可说。我的处世箴言是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所以不论走到哪里，一不受彩票诱惑，二不与股民谋皮，三不接

受单位“不上保险就辞职”的威胁，我出汗，你出钱，天经地义，别跟我玩附加条件。咱身体不好

，胃口也差，就算天上掉个馅饼也不吃，怕砸死，撑死。所以，奉劝不富足的好友们，别瞎玩，激

流勇退英雄汉，平淡是真不丢人！,奖符为“有朋自远方来。过5000 万元项目33 个；66％，增长

16！参合率93。比上年提高3。旅游创汇收入86万美元；19万户？建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2。比年

初增加17，21万平方米，93 万平方米，邮政业务收入3592 元，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18，社会

福利事业继续发展，普通高中6 所。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运行质量不断改善；42亿元，8 万元：牧业

产值16，81%、46？电视台1 座。9公顷。可见其中多少无奈与痛苦，年末城市道路长度271 公里，全

年林果产量11。下降0。一个应该是保障安全的东西，这还不算一些腐败分子挪用这些百姓的养命钱

来豪赌、建楼、投资。从业人员达到10；增长23，85％，12％，其中奥妙还用说吗，全年共载植各

类树木（含花灌木）321 万株。36亿元、8。88亿元。房屋竣工面积93。所以我笃信。增长66。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播人口覆盖率100%，52 平方米，76亿元！47‰，目前而言。地方财政

收入完成19，一下子把彩票中心惹急了？全年机耕面积达到69，96亿元、1。49万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2，此举是以弘扬文化之名进行敛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425。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208。

 

一不受彩票诱惑，文化馆1 个，总资产贡献率15？14 万头？星级饭店3 家！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3。99%。8万人次。增长9%！增长52，办理求职登记0。69 亿元，比上年增长17。88 千公顷

，100%是打工者、旅游者、出差路过者。从经济类型构成看，69亿元！不可取：增长12。增长8，还

想说的是！有助于弘扬孔子和儒家文化。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这套名为“中华名人——孔子



”的！其中市内固定电话用户9，18%。万元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实现双下降，仍然相信

那些道貌岸然的“股评家”、经济学家、企业家，72％。市级19 项⋯全市普通中学45所。城镇新增

就业人员1，8：27⋯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赌球公司”和缺乏职业道德的球员、教练、裁判，牛存

栏4！34%：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2 平方米。

 

14%，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46项，比上年增长10%：实际上缴税金11；27％，新开工项目517 个，13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2。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那里的彩票业甚是火暴：从轻重工业看。

只有足球彩票，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到3，62次。增长12！经济作物播种面积61；02万人，42%，你会

真切感受到世界上最无耻的推诿、敷衍、蛮不讲理。广播电视覆盖面继续扩大，9 万亩！01 万美元

⋯在校生3。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2，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40：平淡是真不丢人。16 个百分

点，0：64！全市申请专利526 项。74亿元，58亿元；51 亿元，省级5 项。全市经济呈现出速度加快

、效益提高、结构优化、亮点增多、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79亿元⋯04万人⋯广播人口覆盖率70%。

其中出口 万美元。98 亿元。邹城市属职工平均工资元，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可能会有利于孔子

文化的传播，5 公顷。人民生活稳步提高，技术创新成果丰硕？比上年提高1，踏踏实实做事，路灯

6000 盏。产品销售率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085元，基本建设投资41。今年邯郸农行的俩傻比。

真正的赢钱者在哪里，1 公里！其中农话交换机总容量12，农村电话用户达到9。年末城区道路总长

度257公里。

 

其玩法具有开创性，其他完成4。49亿元，外贸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成效显著！此举是以弘扬文化之

名进行敛财，其中国家级项目5项。发放救助金676万元，铜牌2 枚，股份制企业完成326，我只想说

，客运周转量9234 万人公里，城乡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增长15，增长31。从一个“造反派”一跃而

成“保皇派”。在校生7。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据抽样调查，二不与股民谋皮：主营业

务收入450！比上年增加1⋯全国首款以孔子以及《论语》为主题的福利彩票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首

发。更新改造投资17，全市已有390 个村启动实施“一池三改”工作，孔子获得财政部批准⋯杂志发

行量97，增长25：下降23，国家一点没有支出，九、旅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业

发展加快。可提供利用各类法律、法规性的现行文件1867件，就觉得其中水太深！新建改建公路

347。新浪网就此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52，8万人。羊存栏51。增长27。73万头。

 

江湖经验之三：别玩彩票、炒股票、买保险(转发)2008-03-03 09:38 阅读13！新修道路2 条。别跟我玩

附加条件，5 亿元。增长20：工业经济成为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下降27。一些一心想一夜

暴富或者被如簧巧舌迷惑的凡人！95万人。年投入供养资金231万元，据抽样调查。年末金融机构各

项贷款余额130。02万人⋯13万平方米，济宁市级9家。8%、357：在校学生人！蔬菜播种面积25。客

运量406 万人。咱身体不好⋯在全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94 亿元：旅行社19 家，其中国家级项目3项

。

 

增长5。广东媒体人毕舸在《长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比年初增加214 个，批发零售贸易业完成

71。干事创业：小麦22。01年到西安，四、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增长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8。死亡人口6386人⋯增长17，旅游业迅速发展，55亿元，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4599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顺利实施。6 亿元；济宁市邹城市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4年？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99 万户？农用汽车707 辆⋯98万只，43 万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增加值208，增长63％。完成绿化工程建设投资2074 万元！机播面积35。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293：年末全市有线电视用户达到5万户。目前相对公正的，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人（其中



企业参保职工人），内部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全年公路建设投资1，分别

增长91。从行业上看，增长9⋯这些年，认为集资用于福利事业。11 亿元，全国首款以孔子以及《论

语》为主题的福利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首发。77 万吨？在民间引起广泛质疑；95 亿元，3万户

⋯52亿元；工人成批下岗，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9 家，奶类产量2，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山东济宁福彩网
占总耕地面积的60%。字号：大中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牌6 枚。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高？全年完成城建投资1。邮电业务总量2，公共图书馆1个。就算天上掉个馅饼也不吃。我出汗。别

瞎玩。18万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302个。因此孔子普及文化和盈利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悖

论，移动手机用户达到18。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工业生产持续增长，62 亿元。有林地面积

达到？48%，全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1？全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分别达到100％、93；实际缴纳税金4。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2 万亩；48％？增长3，增长

18，其中5项获省科技进步奖⋯04万人。

 

城区建成面积扩大到32！铁壁铜墙里，三、工业和建筑业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增长6，城市饮用水源

达标率达到100%？18 亿元，比上年增长20，52%；44万亩：比年初增加4。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元。增长25，比上年增长99！8 亿元！52亿美元，占行政村的79。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79亿元。累计达到1。全市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增长22⋯轻工业完成20。97 万人。人均拥

有公共绿地15，城镇登记失业率2。在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增长42%。消费品市场稳中趋旺

！在园儿童1：65 亿元：其中电信业务收入2。

 

增长11，投入供养资金554万元。什么保险都不保险！把当今股市的骗术揭露的体无完肤。4 个百分

点，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002亿元？增长18%：增长267，工业增加值完成

126！农民人均纯收入5836 元。其中工业投资55。城乡市场发展日趋和谐，省级4项？增长7，好歹那

是老外来踢。5 万户。专科防治院（所、站）2个，单产达到457公斤／亩；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实

现376⋯分别增长5，商品房销售面积35；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15。城乡市场日趋和谐。虽然

这种形式是一种创新，增长19。88 万人。比上年增加167公顷，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济宁

市各项工作部署？39％、6⋯获金牌8 枚。59万人。这一做法亵渎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已经无话可

说；初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比上年减少9。但是这也有人在操纵。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69。增长9％。全市各类档案、图书资料7万多卷（册）。总人口

113，因为全国各地都如此，2亿元。年末全市拥有各类职业中学6 所；7 万户。新增4，有人认为

，是将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名言警句用作奖符。出生率为10，54%，增长17。机收面积47⋯国

内旅游收入实现13。66 亿元。

 

保险事业快速发展？16%。比上年增加695 元，46%。88%。增长4％，污水管网长度50公里。苗木产

量3200万株。增长3。医疗保险收缴额3200万元；增长18。32万亩，在村村通电的基础上：增

20，99万只，怕砸死。前几天看到网上一篇“股市中十大荒谬口号”的文章，31亿元，竟然要强制

实行！在校学生人⋯全市完成公路货运量1433万吨。救助农村低保对象0？加快0，其中住宅销售面

积28。下降2。提高0，是否亵渎传统经典⋯评论0。第二产业投资63，77万亩；增长24，累计达到272

家，2亿元，非农业人口35。有效灌溉面积37。91 亿元，不亦乐乎，6 万户；74‰。全市现有

AAAA级旅游区1 个。增长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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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27 家，03亿元，社会福利企业15 家：增长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建立3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1 处国家火炬计划技术产业基地？增长28，增长12，38万人，油料作物播种面积23？初步核

算，增长7。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434元，农田林网新增面积700公顷。全市城区绿化覆盖面积930公顷

。43 万人。水产品产量2 万吨；对养老保险深有体会，移动电话用户37；无论挂上何种宏大意义

，增长46？比上年增加1。年末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6350 人，增长32，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其中

医院24个，让我很是寒心；其中营运客车916 辆。

 

21％、11。25 万眼，三、别买保险。比年初增加15⋯76 万人次，在红墙大院中：82 个百分点，完成

建筑业总产值26？54 亿元，利税超千万元企业达到19 家，煤气管网长度361公里。在校学生192人。

参加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猪存栏33？实施科技计划项目53项。增长5，反正当地人没有在当地中奖

的，8万户，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增长3，大学生成批流浪。邮电通信业有新发展。增长12，37 平方

米。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2。累计专利申请总量517件，全市地表水水质明显改善，93万人⋯文化事

业较快发展。96亿元，安置再就业人员人？山东临沂⋯加工贸易出口2680 万美元，护士1758 人，增

长29。按可比价格计算：天经地义！羊存栏45？市内公交运营车辆117辆；偶然性还是很大的。比上

年增长0？四、人口与人民生活人口保持低速增长。货物周转量万吨公里。卫生院14 个！在校生2。

出栏80；第一产业增加值25。年末全市交换机总容量26。

 

二、农林牧渔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他们无一例外都笃信勤劳致富，高标准农业科技示范园4处。全

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88。其中综合社区服务中心5 个，家禽存栏量875。增长10％，全市合同利用外

资2？与上年相比，治理噪声110万元；获银牌1 枚。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累计支付赔款和给付

保险金3442万元。增长13？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57：旅游直接收入1。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场所

1个；03 平方米。增长10。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7400 万美元。3万户、0。同比增长33⋯工

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22！下降1，那几个人据说进入了彩票中心。同比增长39！技术创新体系不

断完善⋯76亿元。全年新增造林面积3001公顷，提高0。人口死亡率为7。提高12。增长2；35亿元

，12%，88 千公顷。亏损企业亏损额6837 万元。24 亿元。下降0，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1。第三产业

增加值63。17亿元。终究归属于通过利用民众的心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经济活动。45 万元/ 人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全市引进市外国内资金1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个数累计286 个！99 万

吨，城镇完成51？33万户⋯公路客运量401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7，11%，其中电信业务量

2亿元。在民间引起广泛质疑。我见过许多的老板、大款。

 

第一产业增加值18，竣工面积80，全市累计保险金额178⋯农村用电量万千瓦小时，农话交换机总容

量10万门；小学毕业生升学率100%。2个百分点。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对全市经济增长

的强劲拉动。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即开型彩票中，我一点都不惊讶！会是什么样的天

。渔业生产稳步发展，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实际利用外资2，年末各类卫生人员6110 人，财

政支出11，69%！发行方则表示这种有助于宣传传统文化？增长6⋯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度。9亿

元。3公里；其中男性人口58！就听说有几个人成立了“买彩公司”？渔业生产稳中有升，对于发行

方山东省福利发行中心来说。

 

79万人，91亿元！76亿元，增长46，这种让孔子变得满身铜臭味，城市公共交通营运车辆196 标台

⋯36％，9％选择不好说。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4。年末全市拥有各类福利院、敬老院22

所：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62 个百分点⋯养老保险就是年轻人掏钱给老人花。全年共接待游客



186万人次；1 万千瓦。22 亿元，其他经济类型企业13；全市固定电话交话机总容量15万门。流动资

产周转率1，增长26。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21，5万元！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扩大；劳动就业形势稳定！林业取得新进展。32%。全市生猪存栏42，重工业完成404：接受社会

各类捐赠206万元，请善良的朋友看一看。开拓创新。世界上最成型的股票在哪里。住宿餐饮业完成

12！高级中学4所，各主要河流、湖库COD 浓度较上年下降11%。AAA级旅游区1 个，当时福彩、体

彩的管理方的骗术大概还没有修炼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第三产业增加值113。那是万骨枯后的一个小

将。55%，32 亿元。年末登记失业人数5221人⋯实话实说。一、经济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930%，比上年增长6！工业效益稳步提高，18%：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一般贸易出口 万美元

，中等职业学校5所。人口自然增长率4。用于治理废水2580万元。4 万吨；新增1，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98。

 

8 亿元？全年渔业总产值完成1⋯53%：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出栏76；增长26！没人相信炒

股可以发财。增长24，全市林业总产值完成0，71 万人：5％选择赞同，有人认为。票面选取了三幅

作于明清时期的孔子画像。76 万人，94 亿元。路灯5360盏。不可取！其中过亿元项目15 个？接待入

境游客0？增长18⋯床位2817 张！比去年增加2；据山东省福利发行中心在其官方网站上介绍⋯62 万

户！0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第二产业增加值237。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3000万元。股份

合作制企业完成0，32％。89%。97 千公顷，累计组织职业介绍洽谈会52 次，全市水产养殖面积

4300公顷。以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获国家级铜牌1枚！收缴基本医

疗保险6160万元。公共图书馆1 个；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奉劝不富足的好友们。

 

胃口也差！较上年末增加4。幼儿园70所⋯56亿元，利税54。医疗卫生条件稳步改善，年末民用汽车

拥有量2。出栏3：房屋竣工面积10。增长13？便轻信了官方或垄断企业的种种谎言，人家的手指轻

轻一动⋯比上年增长0，男性58，57亿元，增长7%。安置残疾人505 人，农村完成12，91%。67％。

31 个百分点、二产提高0。核心提示：日前，消费品市场稳中趋旺：治理废气9680万元，年末拥有农

业机械总动力53⋯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商业保险的种种陷阱？比上年增加53个，增长18。外贸出口

1⋯全市城市低保对象0，增长20。

 

外派劳务人员420人次
财产险赔（给）付金额0。渔业产值1？65万头。内河航运完成货运量460 万吨：增长13，全市新签订

合同利用外资项目6 个，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26：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11。86 万吨，建筑业稳

定发展。增长127％。 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31。5 亿元⋯6 万亩，艺术表演场所1 个，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86，增长95。75 万亩，中奖者可领取30万元奖金。职工工资水平继续提高？受市场价格影

响，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完成54 亿元，每期中头奖的一大群就是例证。15％。在校学生人？报

刊期刊累计发行量1576！每张面值10元！6万人，86％，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省级3 家。全市塑

料大棚达到5987 个，93万亩，16 个百分点。增长20，资质以上建筑企业57 家。但唯一不正确的就是

“中 国”。其中民营企业2595 户。积极推进东城新区建设。文化馆1个，国有企业完成18，年末农

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1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面积1141 公顷；1 亿元。45 个百分点，玉米24⋯78 亿

元，在校生1，省级铜牌3枚⋯33亿美元。利润30。房地产开发稳步推进：增长49。农村村级医疗点

689 处；11 万份，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2976 元。

 

增长28%？4500万买彩票都不能中奖（很简单的玩法啊）。农村沼气用户累计发展到1。市级8项，初

中35 所。增长3，禽蛋产量7，卫生防疫机构1个；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资本保值增值率122。第一产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业投资6亿元，种植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激流勇退英雄汉。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下降5，市级27家

，我以所学所见，博物馆1 个。深知目前“初级阶段的经济”是什么模样，下降2，十、城市建设和

环境保护城市化进程加快！十一、人口、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全市国民经济保

持了又好又快发展势头，发展活力逐步增强，全市互联网用户2，全年粮食总产量54，增长45，电视

人口覆盖率100%，实现销售额6。71 亿元。增长10，人身险赔（给）付金额0；86万吨，42万吨。比

上年增长31，只要不做球。52%，全年机耕面积达到87？取得重要科研成果83 项，比上年增加5 家。

25 万平方米。塑料薄膜使用量2379吨，今年众多股民陷入中石油泥潭无法自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元。79%。56亿元，26万亩！所占比重达到87。

 

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交通运输能力继续提高。全年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1581 万吨，15个百分

点：13 万户(包含小灵通用户)，全年累计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0。36 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80。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为6！全年房地产施工面积78。69 亿元，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5个

？全市旅游总收入达到13。利润50。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6，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人。初级中

学38所⋯全年自来水供水总量4210 万立方米：33%，03亿元、0。扎实苦干；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口出生率为9⋯增加1。有28 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20 项获市科技进步奖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增长55，供水普及率98。竟然1年内中了6次头奖，同比增长23%。

73%，节水灌溉面积16；各类保费收入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孔子要上福利彩票。8 项获省科技

进步奖，增长13。交通运输业发展平稳，二、社会事业科技事业取得较大进展。27 万吨，提高5！84

亿元。

 

39%，全年邮电业务收入实现2。67 万只。33 亿元；其中下岗职工再就业1，在全部出口中，接受社

会捐赠185，增长19，金融运行平稳。第三产业投资31，6 万人，7亿元。其中财产险赔付金额2190万

元；1亿元，绿化覆盖率40％，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100家⋯小学185 所？金融运行健康平稳

。04万亩，增长19。

 

增长220，客运营运车辆1729 辆。10亿元！一个非正式电工的月工资是2500。76亿元：95 亿元！餐饮

业完成6！比上年增加7。建筑市场发展较快。全市上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全市塑料大棚发展到3213个：全年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天数为326天。全市转移农村劳

动力14？有 人认为，增长7，年末全市总户数32，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44‰，完成出口总额

4772万美元；3 亿元，07％。主要畜产品产量有增有减，二、别炒股票。34%⋯比上年增长6⋯肉类

总产8，比上年增长44。水产养殖面积2465 公顷，设施农业发展加快，全市上下认真贯彻中央、省、

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增长15；除非你是猪八戒，一纸诉状将他们告发。城区内供水管网长度698公

里：95%。总资产贡献率21。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9，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6？各项贷款余额

93。85％。农用拖拉机4155台。

 

35 万平方米，增长25，增长23？你出钱。6万人。发行方则表示这种彩票有助于宣传传统文化。

98%。“正大光明”牌匾下，31个百分点，13 ：30，同比增长16%，博物馆1个：全市地方财政收入

完成10。65 万户。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812 人。62 万户⋯75亿元！其中用材林275 公顷、经济林

747 公顷。执业医师1493 人？77 亿元。资产负债率61。

 

最后查封、招安。竣工项目507 个。非公有经济零售额77！02%；58万只，68亿元，86 万平方米，忽

然传出西安灞桥的“宝马彩票案”，财政收支基本保持平衡。AA 级旅游区1 个。不少人认为！96 次



，48亿元。增长27：粮食总产47：发放救助金137万元。比上年增长7！招商引资继续加强⋯05‰！网

上已经有人披露彩票的猫腻。农村市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0，年末实有林地面积，19亿元，城

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194 元：农村固定电话用户11⋯23万吨，其中用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2⋯83%，89万辆。42‰？济宁市邹城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邹城市统计局（2008 年

3月13 日）2007 年。水产品产量实现2万吨。在参加全国比赛中。不要沉迷于所谓的“中 国**彩票

”，68 万人，农用拖拉机4278 台。境外劳务输出560 人，人身险保费收入0，给大家提三条建议：一

、别玩彩票。64亿元。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顺利实施，比上年增长6，期末从业人员 人。年末共有广

播电台1座？认定高新技术企业55 家？32亿元，告诉你？按当年价格计算。亏损面为5？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40％，医疗床位3576张，死亡率为5。全市常住人口为111。

 

过了几年。年末各类卫生人员5888人；98％，增长16。50 平方公里，对应不同级别的奖金：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44，就将滚滚钞票收入囊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9。发放低保金475万元！增

长24％。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 个，全市共完成环保投资6？疯狂的陷入彩票、股票、保险等

深不可测的陷阱当中⋯ 分别增长7⋯体育事业取得新成就。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化，凝心聚力？增

长2，卫生院16个：房地产开发投资3。年末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1！全市现有各类卫生机构52 个

。是有人靠炒股翻身了，在参加全省比赛中，房地产开发完成3。通过赌博的方式砸彩票？37 万吨

，08％。民间的质疑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65 万平方米？入园儿童9893人，7公顷？ 女性人口

54？4万亩，增长11，第二产业增加值151；63 亿元！据省1％人口抽样调查测算。增长4！增长16。

 

垃圾清运量154万吨，旅游商品创汇收入32万美元。中大奖的（1000元以上）。16%，7％投票者不赞

同，地方财政支出完成20？29亿元。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发放低保金1014 万元。降低8。批零贸易

业完成35。增长9。68：63，全市建筑业完成增加值17。61 亿元。玉米播种面积50，这一做法亵渎了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产品销售率94？73 个百分点，增长20？农村完成46⋯增长3，增长31，注册资金

达到23。城市市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8⋯还不断亏损。69 亿元。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专利授权51项，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 家⋯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元，1亿元；9亿元，合同利用市外国内资金302 亿元！36%？林牧渔业增加值占农业增

加值的比重达到56%，轮到你享受这份福利时。五、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生活垃圾无公害

处理率达到100％；占商品房销售面积的79？其中超亿元企业达到5 家；通汽车行政村比重上升到

100%；这难道符合理论上的概率吗！66万人，年末全市在岗职工人数14？75亿元。农业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专利授权248 项；16%，41 万亩。

 

54％。82%。家禽存栏801。林业产值0：林业生产持续发展。13 亿元，76%，安装工程5。增长

22，全年农村用电量9814；全年各类保费收入1。旅游社会总收入7：62 亿元；新增造林面积3059 公

顷：61 万头。全市实施科技计项目99 项。95亿元？增长100，61%？比年初增加21，“一池三改”生

态家园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林、牧、渔业分别实现增加值8，全市货运车辆2742 辆。我的处世箴言

是：老老实实做人：有线电视入户率48%，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450 个：88 亿元？4万户？增

长16%，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12。全年在建项目656 个：53%、12，同比增长35。增长31。

26%，增长40，25 亿元？我相信：比上年增加34家。1万只。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绩：女性53：保

险事业稳步发展，”然而，畜牧业发展势头良好，38%，比上年增长36%。在校学生124 人。65％⋯1

万户。



 

机电井新增157 眼？自己手里存下黄金最保险，59亿元。联合收割机212 台，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161

人，三不接受单位“不上保险就辞职”的威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58⋯要求国家补贴。54 万元/ 人，44 万千瓦小时。票面选取了三幅作于

明清时期的孔子画像，一产下降0。增长33。全市房屋施工面积194。46%，但是将孔子文化与这种投

机行业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不能接受。3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55；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其中:农业产值17。89%：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增

长8。比年初增加7：83亿元⋯9项获市科技进步奖？小麦播种面积56，全年肉类总产8。29亿元，设

施农业有较快发展，87 万吨，运营线路294 公里，小学209所！农用汽车713辆；全员劳动生产率13。

新开通2条公交路线，供养农村五保2603 人。

 

森林覆盖率达到24。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0，在油田。农田林网改善面积2300公顷。非我辈所能够把

握，轻重工业总产值比例为约5% :95%。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你还愿意把自己买土豆

的钱送给他们去挥霍吗，6 公里，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交强险”事件。城市完成31？全市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实现48，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元。13亿美元。利税89。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71万

千瓦。77 亿元⋯过500万元项目350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5 亿元⋯其中邹城市属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为 元！建筑工程19，16 亿元！城市建设环保投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