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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区烧烤店由500多减少到131家
7月露天烧烤及油烟扰民投诉处理考核排名公布，长清第一

政务 播报

济南启动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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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规划局组织

召开《济南2049城市发展战略

与城市总体规划(2021-2040)》
专家研讨会，围绕济南城市发

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启动济南

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

作。在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对战略研究的初步思路和总规

工作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 高玉龙

我省全面开放

企业名称库

高温卷土重来，大家都喊

烤化了！4日，济南市区最高温

再次飙升到3 5 . 3℃以上。全

省聊城温度最高达到37℃。

据济南气象台最新预报，

4日夜间到5日晴间多云，市区

及其他县区26℃左右，最高气

温35℃左右。6日晴转多云，午

后部分地区短时阴有雷阵雨，

最 低 气 温 济 阳 、商 河 、章 丘

24℃，市区及其他县区26℃，

最高气温35℃左右。记者 段

婷婷 实习生 刘欣

4日，记者从济南市妇联争

创“双百”巾帼文明岗活动推介

会上获悉，今年是全国巾帼文明

岗创建活动20周年，济南市共有

8个巾帼文明岗、3个巾帼建功先

进集体、7名巾帼建功标兵，受到

全国表彰。济南市妇联将于8月
中旬启动“双百”巾帼文明岗评

选工作，通过资料评审、风采展

示、社会评价3个方面的评价，9
月份对“双百”巾帼文明岗进行

成果展示。 记者 董广远

烧烤模式重启
周末连续高温

□记者 张敏

生活日报8月4日讯 4日，济南

迎来“最高限价”之下的最严土地拍

卖，此次挂牌出售的23宗土地中，位

于长岭山和唐冶片区的居住用地比

较受人关注。据了解，两片区共有6
宗地块触发限价，进入了“竞配建拆

迁安置房面积”环节。

原龙科机电地块位于长岭山，

面积约4 . 9万平方米，因为房企的

报价达到了最高限价20亿元，所以

进入了“竞配建拆迁安置房面积”环

节。最后该地块为承诺配建2 . 55万
平方米安置房的开发商竞得。

据了解，在此次挂牌出让的

2 3宗地块中，仅唐冶地区就占了

14宗，占了供地的大头。而在这14
宗土地中，有5宗土地竞拍触发了

最高限价。

位于历城区唐冶片区飞跃大

道以南A地块最高报价26亿，该地

块面积为11 . 8万平方米，楼面价

为9936元/平方米，溢价率94%。

唐冶片区兴元街以南的地块也

触发了最高限价，该地块面积为12 .6
万平方米，最终拿下该地块的房企需

要配建5 .4万平方米的安置房。

除了上述两块地外，还有三块居

住用地是与其他商业用地捆绑出售

的。据了解，在此次土地图拍中，还有

天桥区北湖片区一块居住用地竞拍

成功，且未触发最高限价。但另有两

宗商务金融、公共设施用地流拍。

中职学校
不得跨市设置教学点

提醒

8月4日上午九点半，“幸福

人生与留守儿童相伴同行”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项目结项

成果展示暨“阳光童年”师资培

养计划在济南市社会组织创业

园召开。从2017年9月份开始，

预计第一学期将近有20个农村

小学的近千名留守儿童享受到

心理关爱这项服务。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张光娜

继2016年12月1日市、县

(市、区)级名称库向社会开放

后，省工商局决定从2017年8
月1日起全面开放企业名称库，

实现了省级名称库自主查询服

务，山东全面开放企业名称库的

时间比国家工商总局要求的时

限提前了2个月。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 欣

□记者 王红妮 通讯员 夏天

生活日报8月4日讯 每个人都

知道自己是否缴纳了社会保险，可对

于是否足额缴纳社保却不太了解。日

前，济南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解答

了社保缴费基数的相关问题。

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社会保

险费是按照职工的工资总额作为缴

费工资基数的。什么是工资总额呢？

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间内

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

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

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以

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电话补贴、伙食补贴、误餐补助、

住房补贴是否计入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呢？对此，济南市人社局工作人员

解释，像电话补贴、伙食补贴等，实际

上是发给职工的岗位津贴或补贴，因

此应计入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

“另外，关于误餐补助分为两种

情况，一是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

给因公出差的员工按天据实发放的

误餐补助(有差旅票据凭据)不作为缴

费基数，超出国家标准部分的差旅补

助，则应作为缴费基数；二是单位以

误餐费的名义发放给员工的补助应

作为缴费基数。”工作人员表示。

至于单位一次性发放或按月

发放的旅游费、保险费、餐费、过节

费等，只要属于劳动报酬性质，并

且现行统计制度未明确规定不统

计为工资的，都应统计在工资总额

作为缴费基数。由于住房补贴或房

改补贴均应统计在工资总额中，因

此，按照社会保险政策规定，住房

补贴应计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中。

同时，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单

位从个人工资中为其代扣代缴的

社会保险费、个人所得税、住房公

积金及其他各类扣款都应计入工

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

奖金补贴都计入社保缴费基数
专家解读社保缴费基数的构成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

省2017年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大赛将举行。比赛分为中等职

业教育组和高等职业教育组，

设置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信

息化课堂教学比赛、信息化实

训教学比赛。要求8月10日前在

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大

赛网站上完成报名工作。

记者 董广远

热力集团“电子眼”控扬尘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项目
成果显著

23宗土地拍卖多地块竞建安置房
最高限价政策下济南迎来最严土地拍卖

□记者 高玉龙

生活日报8月4日讯 4日，济南

市通报了露天烧烤及油烟扰民投诉

处理7月份考核排名，长清区“月考”

排名第一，历下区排名垫底。据悉，

在两个月时间内，天桥区烧烤店由

500余家减少到131家，露天烧烤整

治成效显著。

根据《济南市露天烧烤及油烟扰

民投诉处理考核方案》(以下简称《考

核方案》)的规定，7月份，市露天烧烤

治理联合考核组会同市城管委办公

室，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城管、环

保、公安等部门受理的露天烧烤及油

烟扰民投诉案件的烧烤违规问题处

理情况进行了考核，全市禁烧区域内

的75个街道办事处该月共接到投诉

案件757件，有效投诉案件712件。

其中，油烟扰民类513件，占比

72%；露天烧烤3件，占比0 . 5%；烧烤

占道经营以及店外经营158件，占比

22 . 2%。该月受理的投诉案件较上月

环比下降42 . 9%，烧烤油烟扰民环比

下降3 6 . 8%、露天烧烤环比下降

6 6 . 7%、占道经营烧烤环比下降

52 . 8%。七月份考核排名依次为：长

清区、天桥区、市中区、高新区、历城

区、槐荫区、历下区。

值得一提的是，天桥区“打击露

天烧烤办公室”继续深入辖区13个
办事处检查指导整治工作，定期召

开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天桥区烧

烤店由500余家减少到131家，露天

烧烤整治成效显著。

据了解，下一步，济南将加强占

道流动烧烤摊管理。各区、各街办将

继续强化日常监管，特别是对辖区

内重点道路、重点区域的监管力度，

遏制违规苗头。

□首席记者 王健

生 活 日 报 8 月 4 日 讯 4
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

根据近期国际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8月4日24时起，国内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75元
和165元。

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

油每升上调0 . 14元，95号汽油

每升上调0 . 1 5元，0号柴油每

升上调0 . 14元。按一般家用汽

车油箱 5 0L容量估测，加满一

箱92号汽油将多花7块钱。

92号汽油每升上调0 . 14元

4日晚9点，济南千佛山附近一加油站，数十辆车排起长队等候加油。 记者 周青先 摄

4日，省教育厅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

和校外教学点管理的紧急通

知》，进一步规范职业院校学生

实习和联合办学、加强校外教学

点管理，中职学校原则上不设校

外教学点(班)，中职学校不得跨

市设置教学点。

记者 董广远

8月4日，由济南高新区东

区监管所组织和筹备的高新区

食品安全宣传周暨食品生产企

业“透明工厂”体验日活动来到

青岛啤酒(济南)有限公司。

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邀

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30余人组成“透明

工厂”体验团走进青岛啤酒(济
南)有限公司，了解青岛啤酒的具

体生产加工过程，近距离感受舌

尖上的透明。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吴程红

济南“双百”巾帼文明岗
评选8月中旬启动

近日，记者从济南热力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正在加紧实

施的飞跃大道一次网新建工程

现场，济南首例风光互补道路施

工云监控“电子眼”正式启用。该

系统能协助完成施工现场过程

记录的留存。同时，也可全天候

24小时360度监控扬尘治理等情

况，任何一处隐患都逃不过它的

“法眼”。 记者 张淑芬

“透明工厂”体验日
让食品生产更透明

全省职业院校信息化
教学大赛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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