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大桥超期收费拦路北跨
部门回应：黄河大桥不归济南市管 专家建议：政府收回大桥管理使用权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济南
市正在努力打造“四个中心”：全
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物流
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23日，“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济
南市电视问政直播第一季最后

一期主题聚焦“问发展环境———
四个中心如何打造？”济南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济南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济南市科学技术
局、济南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
室、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济南市
规划局六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
市民“考问”。

问题反映：

一企业一年光过桥费就得花29万
县域经济是济南市工业经济

的短板，在2014年全省147个县区
排名中，济南市3县均在70名以后：
商河排141名，济阳排76名，平阴排
87名。县域经济发展乏力，连接济
南城区与济阳、商河两县的黄河大
桥收费，北跨遭遇交通障碍。

省人大代表黄玮分析说，“企
业在项目落地考察时会计算运输
成本，一般大企业往往不是一辆
车，来回穿梭也不是一次，长年下
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黄河大桥
收费成了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
个瓶颈。”

在黄河大桥北侧，济阳统一集
团的货车司机反映说，货车过桥来

回收费20元，一辆车一天平均跑两
趟，就是40元，公司有20辆车，一天
算下来，仅过桥费就得八百。如果
按一天800元过桥费计算，企业一
年要交29万多元的过桥费。

另外，总部设在市区的许多商
家在向县区发展业务时，也不希望
大桥收费，更不满意因收费造成的
交通拥堵，浪费时间造成的损失比
收费的损失还要高。

“黄河大桥收费站绝对影响交
通，到了下午四五点，零点物流港
附近，都是发货的车，经常堵得水
泄不通。”省茶文化协会副会长王
军质疑说，收费到期，成本收回，就
应该免费，为什么还要继续收费？

嘉宾质疑：

收费已超最高年限，为何还在收？
记者了解到，济南黄河大桥建

成于1982年，1985年开始收费，到
1999年收费满14年后，山东高速的
前身山东基建公司，又取得了18年
的经营收费权，到2017年收费终
止，累计收费32年。到今年为止，收
费已超过30年。

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

14条规定，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15年；经营性公路收
费期最长不得超过25年。第21条还
强调，转让经营性公路权益中的收
费权，不得延长收费期限。

嘉宾质疑，济南黄河大桥已收
费30多年，远超国家规定的收费年
限，为什么还在收费？

部门回应：

黄河大桥超出济南市管理范围
“济南黄河大桥的管辖权在山

东高速公路集团，不是济南市管理
的企业。”问政现场，济南市交通运
输局党委委员、运管办主任毛贤强
回答说，黄河大桥超出了济南市管
理范围。

交通设施收费已成为制约北
跨战略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济
南市跨河设施，仅建成的公路桥就
有5座，在建的有2座，一座是石济
客专公铁两用桥，一座是济齐黄河
大桥，基本上6公里一座桥。

北跨，济南喊了很多年，交通

瓶颈如何解决？济南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宏志表
示，交通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济南市要把北跨战略地位进一步
提高，把北跨作为产城融合示范
区，争取国家战略支撑，把黄河作
为济南内河，把黄河桥梁作为市内
桥梁，通过国家战略推动和产城融
合推进，解决黄河大桥收费问题。

从2012年底起，黄河以北两
县两镇七座以下客车已经取消收
费，随着北跨战略的实施，交通瓶
颈突破会加快推进。

专家点评：

济南应收回黄河大桥的管理使用权
“北跨，连黄河都跨不过去，再

宏伟的目标也很可能落空！”点评
嘉宾，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常
委，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说，
桥梁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社
会全体所有。至于管理权，地方是
可以协商的。

“我举个例子，像上海大桥，是
国家有关部门修建的，由于收费影
响了上海的发展，上海市政府就花
钱把管理权和使用权全买过来，然
后免费。济南市这种情况，难道不
能这么做吗？”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
学博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包心鉴也点
评说，黄河大桥收费涉及长期以来
条块分割的体制问题。打造四个中
心关键靠发展，而济南市工业利润
总额在全省居然排13位，作为省会
城市，发展“令人心焦”。

包心鉴说，发展环境要优化，
首先是优化政策环境，“政府要
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一流环境。
黄河大桥影响这么多来往的企
业，济南要北跨，发展黄河以北
的县域经济，就要采取主动，和
有关部门协商，把黄河大桥的管
理使用权收回来，更好地优化济
南的发展环境。”

去年微企创业补贴一分没发
连拨4个问政电话都找不到人回答

□记者 杨璐

民营经济也是济南发展的短板，
近年来，济南民营经济比重大幅下滑。
2005年济南民营经济占全市GDP的
48%，到了2014年底，民营经济在全市

GDP的比重一路下滑到了34%，10年
下降14%。济南民营经济为什么一路
下滑？为什么不少民营企业不愿落地
济南？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表示，不愿落
地济南的原因之一，是优惠政策难兑
现。

问题反映：

小微企业创业补贴捂着不发
天桥区一家成立1年多的电商企

业老板说，自己虽然知道有创业补贴，
但政策兑现很难，“往往要通过个人关
系才能拿到，通过私人感情去操作的
还叫政策吗？”

创业补贴真的难兑现吗？8月12日
下午2点46分，问政人员通过114查到
了天桥区发改委的电话，“我们的奖励
基金主要是省里和国家的，一般要求
是投资3000万以上。”天桥区发改委
一位女士这样回答。针对小微企业的
扶持，这位女士建议问问“商务局或其

他部门”。
紧接着，问政人员又拨打天桥区商

务局的电话，没人接。又找天桥区科技
局 ，一 女 士 听 后 让 问 政 人 员 打
85596368，而这一电话没人接。

暗访电话给人一种“创业补贴没
有，优惠政策藏着”的感觉。2014年我
省安排1 . 1亿元专项资金，对首次创
办并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小微企业给
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审计发现，济南等
7个市补贴资金4819万元，截至2015年
4月底全部未发放。

部门回应：

去年门槛高 小微企业都不符合条件
针对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的

专项资金，到底有没有？济南市财政局
副局长周之勇回答说，这项创业补贴
是省里的政策，通过就业办逐级上报，
审核后，由省财政厅往下拨。

问政现场，济南市人社局副局长、
就业办主任黄厚安解释说，补贴发不
出去的根本原因，是政策门槛过高。过
去规定的是，小微企业具备正常创业
一年以上，给自己和务工者缴纳养老

保险等7个条件，才能领到创业补贴。
“2014年底经过排查，一家符合发补贴
条件的企业都没有，所以小微企业的
补贴没发放。”黄厚安说。

不过，一个好消息是，最近省里出
台文件，小微企业创业补贴增加到
1 . 2万，而且门槛有所降低。黄厚安
说，市就业办正在积极落实政策，降低
门槛后，部分小微企业就能领到创业
补贴，可到区县就业办申请。

现场打分：

科技局最高
金融办垫底

电视问政现场，问政代
表打分，将计入本年度单位
党风政风行风评议总成绩。
23日，现场问政代表为6家单
位打出分数：

济南市发改委94 . 19分
济南市经信委92 . 14分
济南市科技局94 . 76分
济南市金融办91 . 24分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92.14分
济南市规划局94 . 33分

市纪委书记慕建民：

问政实质是问责
将督促整改

从7月26日起，济南推出
直播“电视问政”节目，已连续
五个“周日见”，五期内容分别
为：问环保，问交通，问食品药
品安全，问城市治理，问发展
环境。到8月23日，第一季5期
问政直播节目全部结束。

济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慕建民说，电视问政直播，
既搭建了市民与市直部门直
接交流沟通的平台，又凸显了
媒体和群众并行监督的特色；
既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也收集到许多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

“应该说电视问政的实
质是问责。”慕建民说，这种
问政方式，必然使各级各部
门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执
政为民的意识。

到目前为止，济南市纪委
收到各类意见、建议、问题已超
过1 . 6万余条。慕建民表示，市
纪委将督促相关部门抓紧整
改落实，对涉及的党风政风行
风问题，继续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

据了解，直播“电视问
政”分两季播出，每季将连续
播出五期。“第二季”会在年
底推出，届时将主要围绕经
济发展和民生问题确定问政
主题。

邓相超点评说，中小微企业贡献
了89%的岗位，政府要更重视它们的
发展。

不少企业本打算落户济南，但谈来
谈去却跑到泰安、德州等地落户。省委党
校副校长、省政府特邀顾问、教授孙黎海
分析说，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

没有主动服务意识，“别人找上门来就
说，没找来就应付过去。和自己有关系的
人，可能让他了解相关政策，自己也可能
从中得到好处。和自己不认识、关系不好
的企业，就置若罔闻。要想优化环境，必
须对症下药，不能让政府的优惠政策成
为个别人谋私利的工具。”

专家点评：

优惠政策不能成个别人谋私利工具

电视问政直播现场，六部门负责人接受问政。 记者 杨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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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问”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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