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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取消中考招生报名考务费
1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新规将从12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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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为简

政放权，日前，山东省政府决定对

省级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进行清理规范。其中，取消11项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将1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转为经营服务性收

费项目，自2015年12月1日起执

行。清理规范后，我省保留12项省
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清理规

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包括物价、教育、公安、交通等八

个部门的12个项目，具体包括取

消物价部门收费年度审验费、价

格鉴证费；取消教育部门中考招

生报名考务费、成人高等教育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报名

考试费；取消公安部门公安系统

费刑事案件法医鉴定费；取消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称外语等

级考试报名考务费、劳动能力鉴

定费；取消交通运输部门《汽车客

货运单据》工本费，将济宁白马河

航道通行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

费；取消组织部门选调生到村任

职报名考务费；取消财政部门高

级会计师考试报名考务费；取消

政法部门护路联防费。

同时，今年山东保留升级批

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有以下12
项：教育部门保留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报名考试费、中小学住宿费；

公安部门保留机动车驾驶员安全

教育培训费、道路清障费、养犬管

理服务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录用考试报名

考务费、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交

通运输部门公路设施损坏赔偿费、

内河船闸过闸费；水利部门闸坝维

护费，油区管理部门石油天然气综

合维护费；老年大学学费等。

通知要求，今后山东将对取消

的收费项目，要按照“分级负担、规

范管理”的原则，保障相关部门和

单位正常履行职责所需经费；对取

消、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项目，

相关单位要及时到原发放财政票

据的财政部门办理票据核销手续。

“山东人大”微信公众号
上线满月

月底前
环卫黄标车将淘汰

济南纪检排查出13名“裸官”
1-7月份受理信访举报3052件（次） 11月24日上午10:00，济南

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季

孝带领有关人员到12345热线

接听市民来电，下午3:00，市国

税局主要领导带领有关人员到

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听取

市民关于税收政策、管理服务

以及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 记者 杨璐

23日记者从济南市城管局

了解到，直到本月月底城管部门

已经淘汰37辆黄标车，目前1007
辆大型环卫车辆中已经没有黄

标车，各环卫单位将优先购置燃

气、电动车辆，杜绝高燃油高排

放高污染的车辆购置，对优先更

新购置新型洒水车、雾炮车的单

位，市局将根据“区投市补”的原

则给予相应资金补助。城管系统

将对所有环卫作业车辆逐一测

试检修。 记者 王倩

到汽车总站坐车
可积分享优惠

重罚挡不住乱停车
23日，历山路上，交警给违法停车的车辆贴罚单。尽管济南交警对15

条主干道实行违法停车重罚，因为停车难突出，依旧有很多车主冒着风险

停车办事。 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11月23日，不少旅客在济

南长途汽车总站乘车时，都收

到了总站工作人员免费馈赠

的“积分优惠卡”。即日起，总

站全新推出“积分优惠卡”，凡

到总站乘车的旅客都可免费

获得，持此卡每次购票均可获

100积分，攒够相应积分即可

享受购票8 . 5折—9 . 5折不同

折扣，当场兑换。记者 万兵

兵 通讯员 尚虹

“翰墨奇缘”七人书画展将

于2015年11月28日至12月8日，

在济南泉城公园国韵堂举行。参

展人包括：王保中、杜长征、赵石

钢、冯承立、王传良、王猛、李静

馨等七位当代书画家，展出的五

十余幅作品，涵盖了书法、山水、

花鸟、人物等多种传统书画艺术

精品。在济南的冬天来临之际，

此展将给泉城广大书画爱好者

献上一场火爆的艺术盛宴。

记者 郭学军

□记者 沈玉杰

通讯员 陈宪涛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23
日从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获悉，

因玉灯线线路施工，济南市供电公

司将对玉灯线高压停电，届时将造

成25日22点30分以后省体周边15
条道路无法亮灯及26日正常亮灯

时间17点10分推迟约40分钟。

据悉，从11月25日22点30分
到11月26日18点，济南市供电公

司将对玉灯线线路进行校紧、消

缺、砍树等施工，该时间段内玉灯

线高压需停电，届时将造成玉函

立交、玉函路、舜耕路、舜玉路、历

阳大街、济大路、六里山南路东

头、英雄山路（经十一路-东方红

桥）、纬二路（经七路-经八路）、八

一立交、经七路（纬二-纬一路）、

民生大街、经十路（玉函立交桥-
舜耕路）、马鞍山路（舜耕路-经十
路）、经十一路（体育中心-英雄山

路）共计15条主干道约3500余盏

路灯“熄灯”。26日18点玉灯线高

压恢复送电后，受此影响的15条
主干道将恢复送电亮灯。

在此特意提醒此时间段从上

述道路通行的车辆和行人，要谨

慎驾驶、注意安全、防止意外。

明晚市区将有15条主干道“熄灯”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今年

以来，济南市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创新体制机制，1-7月份，济南全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

举报3052件（次），处置反映问题线

索698件，立案465件，结案336件，

处分348人，移送司法机关45人。

济南在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和选人用人问题自查

工作中，排查发现“裸官”13人，其

中2名市管干部进行了岗位调整，1
名企业领导人员辞去了公职。据了

解，所谓“裸官”，就是指配偶已移

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

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

员。“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

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

留权、长期居留许可。根据中央决

策部署，2014年，各级党委(党组)及
其组织人事部门进一步加强“裸

官”管理监督，基本完成了对副处

级以上“裸官”的清理工作。

另外，针对问题线索，市纪委

监察局按照五类处置方式和标

准,组织了11次线索集体排查，对

2000年至2014年的1990件问题

线索进行了全面清理，建立了统

一的线索台账。按照省纪委要求，

排查上报6名外逃人员情况，对1
名长期滞留国外不归的党员作出

除名处理。将中央和省属的驻济

单位纳入评议范围，参评单位由

161个增加到191个。

派驻巡视上，推行纪检监察

派驻机构巡查上下联动，重点巡

查市级部门拨付大额资金使用情

况，上级部门部署的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党风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情

况；参考哪些单位在贯彻落实党的

重大方针政策方面容易发生问题

或存在漏洞，在执行上级纪检监察

机关工作部署方面不够坚决彻底，

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够重视等

三个方面的因素，着力解决对上下

级驻在部门监督“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

“山东人大”是省人大常委

会官方微信，于今年10月23日
正式上线。上线一个月以来，共

发稿百余篇，阅读量2 . 6万次，

分享转发近2000次。

目前，“山东人大”微信公

众号已开通三大板块——— 重要

活动、卫视新闻和悦读分享，下

设“时事新闻”、“代表之声”、

“基层人大”、“他山之石”等二

级菜单，“山东人大”还将逐步

开设更多宣传人大工作、表现

形式多样化的菜单吸引用户关

注。 记者 王富晓

近日，槐荫区食安办联合

段北街道办事处，依法取缔了

腊山立交桥东侧一处马路市

场。

1 1月上旬，槐荫区食安

办、段北街道办事处联合向非

法业户下达了口头及书面取缔

通知，随后又下达了告知书，取

缔行动严格依法进行。

联合行动中，检查组先后

查处经营者50余人，扣押涉嫌

未检疫和来源不明的生肉、肉

制半成品食品等近900余斤。

记者 施雪琼 通讯员 丁欣

近日，省物价局、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

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据悉，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

的幼儿园，可按规定向入园幼儿

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据介绍，此前

收费管理办法已经到期，新的办

法于11月15日开始实行，与此前

差别不大。各级各类幼儿园不得

在保教费外以特色教育为名开

办各类培训班向幼儿家长另行

收取费用；不得收取书本费；不

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

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等费

用。 记者 段婷婷

玉函小区北路施工基本结

束，11月25日起，济南公交42
路、43路公交线恢复玉函小区

北路运行。42路、43路恢复原玉

函小区北路舜耕路、舜耕路玉

函小区北路、东八里洼（路西）

站点，撤销临时增设的八里洼

路玉兴路站点。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据济南市商务局监测数

据显示，连日来持续不断的雾

霾天不仅给老百姓的“菜篮

子”价格造成不小影响，济南

海鲜大市场部分海产品价格

也呈上升趋势。

据悉，近期海产品价格上

涨的原因是随着天气转冷，近

日气候恶劣，受大风影响，为

规避风险，附近海滨城市渔船

不出海，导致供应量减少。另

外，天气转冷之后，海鲜火锅、

海鲜菜肴等越来越受市民青

睐，带动了海鲜消费量的上

扬。 记者 段婷婷槐荫依法取缔
腊山立交桥下马路市场

我省规范
幼儿园收费管理

海鲜价格近期走高

“翰墨奇缘”七人书画展
周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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