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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省城审计查出问题资金127亿
大气质量得到了一定改善，扬尘治理多部门未形成合力

政务播报 提醒

首期省级批量集采
节约近3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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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您家

祖母绿的戒指、翡翠的手镯，是不

是真品？您家里的血压计、电子秤

测量是否准确？如果您有这方面

的疑问，不妨来济南市质监局“质

监惠民”服务活动的现场，工作人

员将为您免费进行检测。记者从

济南市质监局获悉，为了践行“三

服务”承诺，济南市质监局、济南

市园林局将于10月19日—11月13
日在市区各大公园门口，举办20
场“质监惠民”服务活动，免费为

市民提供计量检测服务。

近年来,济南市质监局为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着力推进质

监服务民生工作,以“质监惠民”活

动为抓手,采取一系列服务措施,
积极为广大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为把“质监惠民”活动引向深入,让
质监真正走进百姓、贴近百姓,维

护百姓利益,更好地为市民提供优

质服务,去年济南市质监局所属济

南市计量检定测试院专门购置两

辆质监惠民服务检测车和先进专

业检测设备,举办惠民免费检测活

动,使“质监惠民”活动常态化、常

效化。今年从10月19日开始到11月
13日，济南市质监局联合济南市园

林局，将在济南森林公园门口、济

南动物园东门、济南大明湖公园

南岸鹊华广场、济南泉城公园北

门四处公园门口，举办20场“质监

惠民”服务活动。

届时，济南市质监局稽查局工

作人员受理群众质量、计量、标准、

特种设备等投诉及法律咨询服务；

济南市计量检定测试院计量工程

师和珠宝检测师免费为市民检测

水银血压计、臂式电子血压计（腕

式血压计除外）、人体秤，珠宝饰

品、眼镜。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选择就近到现场检测、咨询！

10月15日，微博与有信宣布

达成战略合作。基于对通讯领域

的看好，以及有信在产品和用户

规模上的领先实力，微博以价值

近亿美金的现金和资源战略投

资有信，正式进军通讯领域。微

博CEO王高飞表示，4G和移动互

联网的普及推动了新通讯时代

的到来，无论用户规模还是商业

化，通讯市场都有着巨大的发展

空间。微博和有信将持续加强产

品合作与创新，给用户带来更好

的通讯体验，共同抢占新通讯时

代的先机。 记者 郑希平

趵突泉水位大跌
保泉前景堪忧

16日下午，趵突泉实时水位暴跌到27 .75米，这个数字在早晨还是27 .81
米，一个白天暴跌6厘米，跟前几天相比更是跌幅快得吓人。按照这个速度，

不用几天功夫就会跌到27 .60米的最后一道红色警戒线关口。持续干旱对济

南的泉水确实影响太大，保泉警钟该鸣响了。 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年纪大了担心被事业单位解聘咋办
济南人社：事业单位也可签订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

重阳节临近，近期乘坐公交

车的老人逐渐增多，为方便老年

乘客携带物品乘车出行，济南公

交一公司二队和六公司三队分

别在所属89路、70路线配备了在

58同城购置的手提袋、包装绳、

挂钩等物品，免费为乘客提供服

务。 记者 李培乐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今年，山东省财政进一步加

大了批量集中采购工作力度，扩

大了批量集中采购的品目和范

围，取得明显效果。第一期省级

批量集中采购共汇集13974 . 94
万元的采购需求，经过激烈竞

争，多家知名品牌产品中标，与

年 初 预 算 相 比 ，节 约 资 金

2641 . 23万元。记者 段婷婷

通讯 员 严文达 王海红

13日，在济南长清大学城

举办的“2015中国电商新动力”

大学生电商创业论坛上，山东西

联动力电子商务公司与中关村

软件园培训中心、山东邮政、济

南西城高科农业等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打造中国首家电子

商务第四方服务平台，让大学

生“人到了就可以创业”。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尹利华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详细地址

10月19日-10月23日9:
30-12:00

济南森林公园门口 槐荫区西外环路

10月26日-10月30日9:
30-12:00

济南动物园东门 天桥区济泺路

11月2日-11月6日9:30
-12:00

济南大明湖公园南岸鹊华
广场

历下区明湖路东首

11月9日-11月13日9:
30-12:00

济南泉城公园北门 历下区经十路

济南打造电子商务
第四方平台

临近重阳节
公交车上配手提袋

微博战略投资有信
进军通讯领域

□记者 郭学军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从省老龄办今天举办的新闻通报

会上获悉，截至2014年底，我省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800万，约占

总人口的18%。2014年，全省包括

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在内,

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大约4400多
家。其中，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已经

发展到了1000多家。目前，我省养

老床位缺口仍有50多万张，可供

老年人自由选择的养老床位不足

全省养老床位需求总量的十分之

一，一些困扰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业的问题急需解决。

我省养老床位缺口达50多万张

天桥区举办
物业管理专题培训

16日天桥区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和部分物业企业负责

人，共1 5 0余人，进行物业管

理专题培训。

自新版《济南市物业管

理办法》于今年 2月 1日起实

施 以 来 ，天 桥 区 抓 住 新《 办

法》实施的有利时机，针对日

常住宅小区普遍存在的物业

管理情况，如业委会成立难、

业委会运作不规范,以及维修

资金使用难等，特邀请济南

市住房保障局房政处黄安平

处长对《济南市物业管理办

法》进行详细讲解。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赵奎芬

南门大街等19日停水
纬一路等20日起停水

16日，记者在济南水务集

团获悉，为配合市政工程，定

于10月19日22时至20日16时
进行停水施工。届时南门大

街、朝山街（文化西路以北至

泺源大街）、司里街、半边街两

侧用户停水。在纬一路新建管

道需与支管用户合口，定于10
月20日22时至10月21日13时
进行停水施工。届时纬一路

（经七路至经八路）、经八路

（纬一路至纬二路）两侧沿线

用户停水。 记者 于洋

你家翡翠镯是真的么？快来测测吧
“质监惠民”活动将连办20场，免费检测血压计等

□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16
日，济南市审计局局长孙竹兮及

有关人员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

来电。大气污染防治等问题成为

市民关注的焦点。孙竹兮介绍，

目前大气质量得到了一定改善，

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污染治理

行动亟需各类资金跟进，机动车

尾气排放缺乏动态检测，扬尘治

理多部门未形成合力。

他表示，济南市2015年预算安

排了工业污染源达标、提升和机动

车污染治理等7项专项资金3.93亿
元，但仍有成品油质保障、清洁能

源推广等方面未安排资金，投资渠

道单一且力度明显不足。

他表示，机动车尾气污染日

益加重，目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

为省城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占全市污染物总量的11 .7%，但至

今济南市没有设立机动车污染防

治监管专职机构，机动车尾气排

放的检测仍然停留在每年一次

的“静态检测”状态，尚不具备对

机动车尾气排放进行“动态检

测”条件，跟不上需求，很难达到

理想的治理效果。

另外，扬尘污染治理多部门

未形成合力，监管手段落后。部

分建筑工地仍存在渣土未全部覆

盖，渣土垃圾长期不清理、渣土撒

漏及随意倾倒等问题，扬尘污染依

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据介绍，针

对审计结果，审计部门提出了多渠

道筹集污染防治资金、建立健全联

合执法机制，坚决遏制扬尘污染、

适度提高黄标车淘汰补贴标准、加

大对黄标车查处力度，以及提升机

动车尾气排放监测监管及治理能

力水平等建议。

除此以外，孙竹兮介绍，今

年以来，济南市审计局不断加大

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资金、预算

执行、经济责任、民生资金、重点建

设工程审计，特别是注重监督检查

稳增长等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并

持续开展跟踪审计。今年以来，济

南市共完成审计和审计调查340
项，查出问题资金127 . 27亿元，

移送案件线索12起。

□记者 王红妮 通讯员 祝明新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事

业单位也能签订无固定期限聘用

合同吗？”近日，省城一家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李先生向本报温暖人

社政策直通车咨询。对此，济南市

人社局有关人士解释，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只要具备法定情形符合

法定条件，其所在单位应该与其

签订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

李先生反映，前几天，他看到

本报《连续旷工超过15天可以解

聘》的消息，知道事业单位现在既

不是“保险箱”，也不是“铁饭碗”，

这使他心里有点不安，“我在单位

已经工作30多年了，近几年都是

每3年签订一次聘用合同，聘用合

同到期，是不是单位就可以终止

聘用合同让我走人了？”

济南市人社局有关人士解释，

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事业单位要实行聘用合同制

度，变身份管理为合同管理。虽然条

例规定，自聘用合同依法解除、终止

之日起，事业单位与被解除、终止聘

用合同人员的人事关系终止，但是

为了保护一些工龄较长的老职工的

利益，同时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10年，提出订立聘用

至退休的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与

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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