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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莱异地取款将享受同城待遇
两地金融有新突破，下一步抓紧启动城际铁路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健康山
东，我省提出最近三年目标。26日，
省政府公布《健康山东行动方案
(2014-2016年)》。我省提出，力争
到2016年，我省居民的人均期望寿
命达78 . 3岁。为实现这一目标，山
东还明确多条具体的“健康任务”：
成年男性吸烟率降至50%以下，成
年女性吸烟率降至2%以下。而且，
空气质量也要比2010年改善20%
以上。

而在此前，我省曾提出“十二
五”山东卫生发展总体目标：力争

“十二五”期间全省人均期望寿命
达77岁以上。而据相关报道，2012
年，我省的人口期望寿命便已接近

77岁。此次，山东把2016年人均期
望寿命“提升目标”定为78 . 3岁，
涨幅明显。

据了解，在山东各地，人均期
望寿命的指数有高有低。早在2012
年，济南的人均期望寿命便已达
78 . 2岁。

我省还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一
目标所需完成的具体任务：成年男
性吸烟率降至50%以下，成年女性
吸烟率降至2%以下；城市集中式
供水单位水质合格率达到95%；中
小学生视力检查率达到100%，肥
胖率低于8%；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1 . 8平方米以上；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卫生乡镇(县城)10个；全
省林木绿化率达25%以上。

想提高人均期望寿命，提升环
境空气质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
此，上述行动方案还把“大气污染
治理初见成效，空气质量比2010年
改善20%以上”列入了打造健康山
东的具体任务。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26日下
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群众见面会举行。针对
群众关注和反映的热点问题，如“产
业地图”编制、审批权限下放、南部
山区发展、济莱协作区进展等，济南
市发改委一一进行回应。

“产业地图”规划内容披露

去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
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环保规划“四
规合一”的思路，市发改委研究编制全
市产业布局规划，制定“产业地图”。该

“产业地图”将覆盖全市建设用地范围
内的所有重点园区和重点片区，包含
每个区域的产业定位、土地情况、投资
条件、相关政策等内容，为提高招商实
效提供重要指导。

市改革委发展规划研究室主任
谢堃透露，“产业地图”编制工作目
前一稿已经形成，准备按程序上报
济南市委市政府研究。

见面会上，济南市发改委首次透
露了“产业地图”编制的具体内容。谢堃
介绍说，济南的“产业地图”主要从产业
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纬度，对产业空
间布局进行解析和描述，总体可以表
述为“15143”框架，“15”是指15个重点
产业，“143”是指“一核四区三临”。

据了解，“一核”是主城区核心
发展区；“四区”是四个产业发展区，

具体分为东部先进制造业区、西部
融合提升区、北部承接转型区和南
部生态产业区；“三临”是临空产业
区、临水产业区和临轨产业区，临空
主要是指航空城建设，临水则是围
绕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发挥黄河、
小清河等水资源优势，临轨则是指
济南将坚持交通引领发展，围绕轨
道交通布局产业，带动相对落后区
域发展，如济南的北部。

普通房产开发审批权下放

关于济南市发改委的行政审批
工作，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李光辉
介绍说，下一步发改委实行集中审
批，压缩审批时限。6月初在行政审
批中心设立审批办，发改委有关业
务职能处室联席办公，届时市发改
委2/3以上的项目将在审批中心办
结，这样将大幅度压缩审批时限。

前期，济南市发改委已经下放
了7项市级管理权限，下一步还将进
一步下放审批权限，增强区县自主
审批能力。将县(市)区的外商投资
项目核准权限由5000万美元提高到
1亿美元。同时，房地产普通开发项
目不再受开发规模限制，无论规模
大小，房产开发项目按隶属关系下
放县(市)区，由区县进行审批。

南部山区规划面积增加

见面会上，有群众反映南部山

区缺乏发展规划，投资商转了一圈，
项目就是落不下。对此，市发改委党
组成员、重大项目办主任李磊回应
说，2010年市发改委牵头，编制《南
部山区保护发展规划》，规划期限从
2007到2020年，主要思想为“南控”。
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提出南部山区发
展，不仅在南部搞南控，还要搞绿色
发展。为适应绿色发展新要求，前年
下半年开始，发改委牵头编制南部山
区核心区柳埠、仲宫、西营的控制项
目，并于今年年初，完成控规编制。

李磊透露，新的控规编制中，柳
埠、仲宫、西营三镇的规划面积大幅增
加，柳埠超过了3 . 5平方公里，西营为
2.1平方公里，仲宫则为9.5平方公里。

济莱金融尽快实现同城化

济莱协作区建设一直备受关注，
见面会上，济南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倪志纯介绍说，济南的“高快一体”
工程加快推进。“高快一体”就是说济青
南线高速公路下来直接对接济南城区
的快速路，目前二环西路南延、二环南
路东延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下一步重
点工作还是交通，济莱之间的城际铁
路要抓紧启动。

记者从见面会上了解到，济莱两地
金融有了新突破，将尽快打造两地企业
间的同城化结算。倪志纯透露，“我们和
人民银行有一个方案，下一步要实施，
争取今年见实效”。这意味着，济莱两地
市民异地取款将享受同城化待遇。

2016年我省人均期望寿命78 . 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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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聘31日笔试

□记者 高明兴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2014年

济南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领取时间已
经确定，为5月28日-29日上午8：00
-11：30，下午1：30-4：30，笔试定于
5月31日进行。

笔试准考证领取地点与各招
聘单位公开招聘报名地址一致。需
要注意的是，报考山东省实验中学

东校岗位的，到山东省实验中学本
校领取。领取准考证时，报考人员
要携带身份证原件(或户口簿)，代
领笔试准考证的还需持代领人员
身份证原件。

由于部分岗位报名人数未达到
最低比例要求，济南市教育局直属学
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计划减招2人。

□记者 王蕾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从26日
起，龙洞风景名胜区规划面向社会
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规划明确了
龙洞风景名胜区的范围，同时将龙
洞风景名胜区总体划分为6个景
区。按照规划，整个风景名胜区将
按照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
护、永续利用的总原则，将乡村建
设纳入风景区开发与建设中统筹
考虑，引导和扶持当地农民参与风
景资源保护和风景区开发活动。

龙洞风景名胜区是山东省人
民政府1995年批准的省级风景名
胜区。规划面积26 . 78平方公里。核
心景区范围包括龙洞峪景区、佛峪
景区、马蹄峪景区，面积16 . 62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62 . 06%。

规划将整个龙洞风景区划分

为六个景区，各景区之间既互相联
系又相对分隔，每个景区都有其不
同的游赏特点。

根据规划，龙洞峪景区面积最
大，景区内有寿圣院遗址、龙洞、藏
龙涧、报恩塔、天梯、三秀峰、独秀
峰、锦屏春晓等自然和历史人文景
观，规划面积6 . 95平方公里。

其余5个景区分别是佛峪景
区、马蹄峪景区、浆水泉景区、狸猫
山景区和转山景区。

同时公布的还有景区的保护
培育规划。根据风景区内的景源分
布情况对龙洞风景名胜区分为四
级保护，其中将严格限制在一级保
护区内进行的建设活动。

龙洞风景区的规划期限为
2013-2030年，近期规划期限为
2013-2018年。

龙洞风景区的规划于5月26日
至6月2日在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
局网站上进行公示。市民如有意见
或建议可以来函来电至济南市城
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园林管理处或
济南市近郊风景区管理处。

龙洞风景名胜区规划开始公示

发布单位：

市园林局

济南32家养老机构获594 . 6万资助

发布单位：

市民政局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日前，
记者从民政部门获悉，2013年度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专项资
金拟资助第三批项目名单初步确
定，目前正在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得知这个消息，济南市杆石桥
街道日间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李燕
赶紧打开网页，仔细寻找他们中心的
名字。“真的在名单上。”她说，去年下
半年才得知省里有资助消息，后来就
赶紧准备材料，因为是民办机构，当
时还担心申请不下来。“资助的这些
钱对我们中心挺管用的。”李燕说，就
在上周，济南民政局和财政局的工作
人员还到中心来考察，这个周就公示
了，这部分款项将受监督专款专用，
继续为老人做好服务。

记者从民政厅网站获悉，济南
已有25家养老机构运营项目获得
资助105 . 38万元，此次，济南有32
家机构获得公示资格，资金将达到
594 . 62万，为历次最多。

此次公示结果见济南市民政
局网站公示栏，如对拟资助项目有
异议，可在7日内向济南市民政局
反映。联系电话：济南市民政局社
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0531-
66602532，电子信箱：jnmzflc6189
@163 .com。

相关新闻

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将全面禁烟
□记者 王富晓

在《健康山东行动方案(2014-
2016年)》中，我省把“成年男性吸
烟率降至50%以下，成年女性吸烟
率降至2%以下”列入“健康任务”。
这一任务如何完成？

为此，山东明确提出，我省将
严格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厅字〔2013〕19
号精神做好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
场所禁烟工作的通知》要求，宣传
和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
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推行全面禁

烟，其中，党政机关、教育和卫生
计生系统将率先实现“室内无烟”
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省还将开展“无烟
机关”、“无烟学校”、“无烟医院”、

“无烟餐馆”、“无烟家庭”创建活动。
此外，我省还将以工业废气、城

市扬尘、机动车排气为重点，建立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
预警机制和空气质量保障应急预
案，完善大气环境目标责任考核、大
气质量与人群健康影响监测体系。
实施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加快重点行业污染减排。

人均期望寿命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
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得出的，和人的
实际寿命不同，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
果没有意外，应该活到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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