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们有福了 今年再建163处养老设施
力争到2020年形成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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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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民政局副局长成
文元表示，在去年完成218处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将继续实
施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计划，2019年
新建各类养老服务设施不少于163
处。力争到2020年，全市基本形成
以区县养老服务中心为骨干，以街
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农村特困
人员供养机构（敬老院）为支撑，以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
幸福院为基础，覆盖城乡的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

今年至少将建163处养老设施

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鹏飞律
师事务所主任傅强提出，目前，各类
各样的养老院比较分散，有的甚至
建在郊外，让许多老人年感觉诸多
不便。“居家养老是目前广大老年朋
友首选的养老方式，但现实是很多
老年人的家庭，其子女不在身边或
在外地工作，期末日常居住生活和
养老存在诸多困难。”傅强表示。

同时，社会上各式养老院收费
不低，服务也不尽如人意，很难满足
广大工薪阶层老年群体的养老需
求。因此，傅强建议，市区的社区或

居委会承担起就近养老的责任和
担当，利用现有条件开设方便群众
的养老公寓、养老所、养老室等供老
年人选择，满足其就近养老需求。

对此，济南市民政局副局长成
文元表示，近年来，济南市委、市政
府着眼于满足老年人急需的养老
需求，积极推进建立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
养相结合、城乡全覆盖的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此建议正符合当前
工作的实际。

“没有设施就没有平台，没有

平台就谈不上服务。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制定了养老服务设施三年
行动计划，要打造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争取每个区县建设一个养老服
务中心，每个街道建设一个综合养
老中心，有条件的社区建成一批日
间照料中心，农村的幸福院也要继
续建起来。”成文元说，“2019年我
们将继续实施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计划，年内新建各类养老服务设
施不少于163处。争取到2020年，
全市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

此外，济南市人大代表，莱芜
区凤城街道戴花园社区党委书记
刘庆仁提出，莱芜区养老服务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仍以传统的居
家养老为主，希望能尽快完善养
老服务设施体系。对此，成文元表
示，今年计划新建的163处养老服
务设施将莱芜区、钢城区包含在
内，将按照标准，尽快实现“等高
对接”。

去年解决298个欠账问题

据了解，2018年济南市政府
将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列入了为民
办实事，在省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截至目前全市
养老服务设施1554处，其中：市级
养老服务中心1处，区县养老服务
中心6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56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473处，农
村幸福院870处，养老机构148处

（包括养老公寓83处，敬老院65处）
为确保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顺

利实施，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配建过程中，民政局重点解决“新
账不欠、老账力还”的问题。在项
目规划、土地招拍挂、土地熟化、
建设施工、预售许可、竣工验收等
环节设置制度卡口。养老服务设
施配建列入土地招拍挂条件，由
土地竞得者实施同步建设，分期
开发项目必须安排在首期建设，
建成后无偿移交区县政府，交由
专业机构运营。

对新出让住宅和商住小区地
块，未按规定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或配建标准不达标的，实行一票
否决。今年全市出让的9宗居住地
块中，配建养老服务设施24处，总
建筑面积4 . 2万平方米。

针对老旧住宅小区养老设施
配建欠账较多问题，按照“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对于未配
建或不达标的，由区县政府采取
购买、租赁、置换或利用闲置资源
和存量房产改造等方式，按照三
年行动计划要求逐年清偿。2018
年，共解决了298个老旧住宅小区
的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欠账问题。

“济南市2016年、2017年环境
治理工作成效明显，市民也体验到
了环境的改善。”济南市人大代表、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校区公共课部教
师宋韶梅表示，但进入2018年初冬
以后，空气质量明显下降，空气污染
的天数、程度明显增加，市民对这一
点反响比较大。“从数据上来看是这
样的么?下一步济南市空气污染治
理又将有哪些举措？”针对宋韶梅的
问题，济南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在
面复会上作出解答。

进入采暖季以来污染有反弹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副站长侯
鲁健介绍，2018年整体来看，与2017
年相比，除了臭氧8小时恶化9 . 84%
以外，其他五项污染物指标都有改
善，其中PM10、PM2.5、二氧化硫分
别改善了13 .28%、18 .46%和28%。与
2 0 1 6年相比，更是分别改善了
23 .97%、30 .26%、51 .35%。2018年济
南市良好以上天数186天，占比51%，
重污染天数共17天，比2016年减少5
天。整天来看，2018年空气质量比前
两年有较大改善。

具体到2018年采暖季以来的空
气质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28
日，PM10、PM2.5、二氧化氮平均浓
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恶化7.4%、9.1%、
6.7%，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8小
时分别改善29%、13%、11 . 6%。济南
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7 . 64，比去
年同期恶化2 .3%。

据介绍，2018年采暖季以来的
污染主要是区域性污染。从数据看，

对比北京、天津、石家庄、德州四个
城市，2018年采暖季以来，PM10、
PM2 . 5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其中
恶化程度最小的是济南。

“所以还需要强化区域联防联
控，进一步削减区域内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宋韶梅说。

对此，济南市环保局污防处处
长张瑞海表示，目前也有区域应急
联动，今年京津冀2+26个城市也统
一制定了秋冬季攻坚方案。

下一步将着力四大结构调整

张瑞海介绍，目前企业精细化
管理已经相对成熟，下一步要大力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
输结构和用地结构，积极开展燃
煤、工业、移动源、扬尘及其他面源
污染综合防治，有效应对重污染天

气，实施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
张瑞海表示，下一步济南市将

深入开展工业污染治理。同时，强
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加大路检路查
力度，开展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
查验、排放检验等监督检查。强化
集中停放地监督抽测，对物流园
区、货物集散地、涉及大宗物料运
输的工业企业、公交场站、长途客
运站等车辆停放集中的重点场所
开展入户监督抽测等。推进油气污
染深度治理，定期组织开展油气回
收专项检查工作，积极推进油气回
收智能监管。

充分利用2000个空气质量微
型监测站，提高数据监管能力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深化“蓝绿名单”管
理制度。持续开展泉城环保利剑行
动，对各区县污染防治工作开展交
叉互查。

进入供暖季后污染反弹怎么办
济南市环保局：着力四大结构调整，实施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

养老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休闲娱乐服务。 资料片

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阿
波罗文化用品公司董事长张
立敬提出了“关于加快出台并
落实皮卡车进城准入政策的
建议”。据悉，目前皮卡车作为

“轻型货车”，城市通行受到一
定的限制。张立敬认为，皮卡
车型乘坐舒适度好、载货能力
优，且新国标已经将其从“轻
型货车”更改为“多功能车”，
希望济南市能放开皮卡进城。

对此，济南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回复称，正在
研究轻型、微型货车全区域通
行，高峰时段会有一些限制，
另外将对皮卡车注册登记类
型将进一步研究，切实严格执
行国家有关规定。

能否放开皮卡车进城？

“我的公司在济阳，有时
候需要运送样品到济南，以
前货车进不了城，尤其是在
高峰期。”张立敬表示，有些
人改用面包车拉货，但这又
属于违法。如果经济实惠的
皮卡能够放开道路通行，会
是很不错的选择。

张立敬建议，出台相应
政策，对符合国五标准的皮
卡车，尤其是济南牌照皮卡
车，放开进城限制。同时，对
老款皮卡不符合国五标准
的，限制进城路段或时段，以
提高物流运输的运行效率。

轻微型货车将全区域通行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车驾
管系统里，皮卡车属于轻型货
运车辆。为缓解交通拥堵、减
少污染排放，济南市目前对于
轻型货运车辆限制通行，即

“解放路、泉城路、泺源大街、
经十路、纬二路”等20条道路
禁止通行。如果，物流配送、生
产经营确有通行需求的，可以
办理费非高峰期车辆通行审
批手续。

“以前需要去办通行证，
2018年7月21日起为了优化营
商环境，我们改‘通行审批’为

‘通行备案’。”该负责人介绍，
驾驶人只需要在“济南交警车
辆通行备案系统”实现网上备
案即可，目前已经累计为5 . 6
万辆机动车办理通行备案
11 .4万辆次。

而且，出台了城市货运车
辆临时停车报备制度，在禁停
道路上卸货的车辆，经过备案
之后可以临时停靠15分钟。

对于放开进城问题，济南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正在研究
准许包括皮卡在内的轻型、微
型普通货车，在整个市区全区
域放开，但高峰时段会有一些
限制。“早晚高峰，济南拥堵指
数在全国属于高位，运行速度
比较低，虽然在全区域要放
开，但时间上还是要限制。”该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研究出
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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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进城将全城放开
高峰时段会有限制

五龙潭的蓝天白云，希望一直能保持好天气。 资料片 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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