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闭幕
王忠林孙述涛殷鲁谦苏树伟到会祝贺 雷杰讲话

通过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政治决议等
生活日报1月30日讯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济南市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30日下午在山东会堂胜利闭幕。

济南市政协主席雷杰，副主席
李好臣、段青英、崔大庸、刘梦海、张
作平、毕筱奇、李继民、王伯芝，秘书
长李光忠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
书记王忠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
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鲁谦,市委
副书记苏树伟应邀出席会议。

大会应到委员764人，实到728
人，符合规定人数。大会通过了选举
办法、候选人名单和总监票人、监票
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和等额选举
的方式，补选政协第十四届济南市

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张作平当选为副主席，李光忠当选
为秘书长，大会还补选出48名常务
委员。

闭幕大会宣布了上午的选举结
果，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济南市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四届济南
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
四届济南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政协第十四届济南市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雷杰在闭幕会上讲话。她说，中
共济南市委对开好这次大会高度重
视，广大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紧紧围绕

全市中心工作和改革发展的重要问
题,认真协商，坦诚建言，积极履行职
能，充分展现了服务中心、履职为
民、责任担当、创新务实的良好精神
风貌。会议开得庄重热烈、风清气
正，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一次统一思
想、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雷杰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和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奋力向
着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目标迈进的决
定性一年。在新的一年里，全市各级
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
政协委员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
协新方位新使命，坚持把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
的中心环节，以聚焦服务加快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大强美富通”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履职主线，大力
加强“为民政协、务实政协、开放政
协”建设，为当好新时代全省走在前
列的排头兵，交上一份出色的“政协
答卷”。

雷杰说，团结铸就伟业，奋斗成
就梦想。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中共济
南市委坚强领导下，携手新时代，落
实新部署，做出新贡献，奋力谱写新
时代全市政协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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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莱高铁力争今年上半年开工
郑济高铁、黄台联络线也将开工，未来济南将有近20座客运站

1月30日上午，济南
市交通运输委、市民政
局、市环保局、市公安
局、市发改委5个职能部
门的相关负责人面对面
答复6位人大代表提出
的建议。

济南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在回复人大代表
时透露，济莱高速铁路
已取得省发改委立项批
复，控制性工程雪野隧
道已于2017年12月29日
先期开工建设，随着各
项前期工作的推进，项
目基本具备了全面开工
条件，争取今年上半年
开工。

济莱高铁已获省发改委立项批复 全线设6站
济南市人大代表、莱芜区宏

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兴
国提出了“关于加快济莱城际铁
路建设的建议”。他建议，为了加
快莱芜区发展，促使各区经济平
衡，加快济莱城际铁路的建设步
伐，争取济莱城际铁路提前通车，
从而使莱芜区进入“高铁时代”，
真正让老百姓体会到高铁带来的

“福利”。
济南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济莱高速铁路是以济南为核心
的“米”字型高铁网和山东省快速
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自
济南东站，终于钢城东站，线路全
长116公里，设济南东、港沟、章丘
南、雪野、莱芜北、钢城东6座车站，

总投资176 . 7亿元，速度目标值350
公里/小时，远期规划向南延伸至
临沂与鲁南高铁和京沪二通道相
连接，建成后乘坐高铁济莱间将实
现半小时内通达。济莱高铁作为支
持济莱行政区划调整一项重要举
措，对实现空间对接、经济互促、资
源服务共享，加强济南各区的互联
互通、促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将对济南市构建
一核十射的“米”字型高铁网络、强
化全国性中心枢纽城市地位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该负责人说，济莱高速铁路已
取得省发改委立项批复，控制性工
程雪野隧道已于2017年12月29日
先期开工建设，随着各项前期工作

的推进，项目基本具备了全面开工
条件。济莱高铁全部位于济南市境
内，实际上已成为济南市境内的一
条市域铁路，济南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济莱高铁建设，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目前正在组建项目公司，
下一步济南市发改委将积极协调
省有关部门尽快完成初步设计批
复，确保项目能够早开工、早建成、
早投运。他说，济莱高铁争取今年
上半年开工。

不过他表示，济莱高铁虽然按
照350公里/小时的标准建设，但是
济莱之间不适合跑350公里，一是
从运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另一个是
为了区域发展，方便居民出行，“设
站较多，速度难以提起来。”

黄台联络线建成后济南站到济南东用不了10分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

国际国内交通大格局中，超前谋划
建设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工程，
强力推进济郑、济滨、济济(宁)、莱
临(沂)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构建

“米”字型高铁网。
郑济高铁是河南省与山东省

规划建设的一条高速铁路干线，正
线起自郑州东站，止于济南西站。
聊城(豫鲁省界)至济南枢纽，新建
线路长164 . 959公里，包括济南枢
纽、德州、聊城地区相关工程。设计
时速350公里，总投资324 . 5亿元。

山东段由聊城莘县进入山东省境
内，途经聊城莘县、聊城阳谷县、聊
城东昌府区、聊城茌平县、德州齐
河县、济南长清区、济南市中区、济
南槐荫区到达济南西站，增加济南
至大明湖一条联络线，改建既有京
沪四线和京沪三线。该线路正线在
济南地区设计线路长度为34 . 142
公里。该负责人说，郑济高铁也力
争今年上半年开工。

济南东站通车后，黄台联络
线备受关注。该负责人说，这条联
络线有望今年开工。未来济南站

至济南东站连通后，市民从济南
站出发，不到10分钟便可到济南
东站。

目前济南已经通车的火车站
有济南站、大明湖站、济南西站、济
南东站、章丘站、章丘北站6座车
站，将来郑济高铁、济滨高铁、济莱
高铁、济济(宁)高铁等通车后，济
南将新增港沟、章丘南、雪野、莱芜
北、钢城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
长清、平阴等10座高铁站，济南北
站也在规划中，未来济南将有近20
座客运站。

未来黄台联络线开通后，济南站到济南东用不了10分钟。 首席记者 王健 摄

开展“济智回归”

出台系列配套细则
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为民办20

件实事中提到，促进就业创业。对符
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人员自主创业
的，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从10万
元提高到不低于15万元。2019年济南
市发放10亿元。对此，济南市政协委
员、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委书记、局长王壮表示，始终把就业
创业作为头等大事，并大力实施人才
强市战略。

王壮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了开展“济智回归”行动。济南
市人社局紧扣“四个中心”建设人才
急需，聚焦关键，精准发力，大力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为此，制定出台了济
南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企业引进
硕士研究生租房和生活补贴、引进人
才落户等一系列配套细则，形成了全
方位、多层次的人才政策体系。2018
年，济南市已办理人才居留落户2702
人，市直集体户落户312人。

2019年，济南市人社局将以推
进“假如我是他”服务实践、擦亮“温
暖人社”品牌、助力提升城市温度为
主线，统筹推进就业创业、人才开
发、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和人事管理
五大板块业务。

济南市人大代表、三涧溪村党总
支书记高淑贞建议，加大对农村卫生
室的投入。“如果农村卫生室都能够
按照国家建设标准配置设备、药品，
人员、环境达标，那老百姓都愿意在
家门口看病，既省钱也方便得多。”高
淑贞说。

在三涧溪村，村民早已实现在
家门口看病。高淑贞介绍，打通基层
看病的最后一公里，三涧溪村已经
按照国家标准配备了村卫生室。

“每栋楼里谁住院住了几天，生
孩子生几天，做手术后期怎么样了，
重感冒后恢复得怎么样，卫生室的大
夫都知道，拿着健康档案到了家里问
情况做记录，再告诉他下一步怎么
弄，有什么病都在村民家门口解决。”
高淑贞说，章丘区医院和乡镇医院联
手定期给老百姓就诊，也让村民“家
门口”治病心里更加踏实。

本版稿件采写：首席记者 王
健 段婷婷 记者 杨璐 董昊骞

李震 杜亚慧

代表建议

加大对基层卫生室投入
实现在家门口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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