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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起140元游三孔等7景点
孔庙孔林单票价格下降，颜庙等4景点免费开放

郑济高铁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
黄台联络线可研报告近日将获批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9月10日下午，鲁南高铁、郑济
高铁、黄台联络线项目协调推进会
议召开。据悉，鲁南高铁日照至曲阜
段11月底建成通车、曲阜至菏泽段
加快推进、菏泽至兰考段年底前开
工建设，力争郑济高铁、黄台联络线
年底前开工建设。

鲁南高铁11月底通车

9月10日，由中铁十局施工承建
的鲁南高铁日照西至曲阜东高铁第
二阶段大王庄联络线至曲阜东日兰
场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标志着这条
铁路距离开通运营又近了一步。

中铁十局鲁南高铁项目总工张
瑞光介绍，鲁南高速铁路日照西至
曲阜东段LQTJ__4标2017年11月开
工建设，东起日照市，向西经临沂
市、终至曲阜市。线路全长237 . 6公
里，全线共设日照西、厉家寨、莒南
北、临沂北、费县北、蒙山、泗水南、
曲阜东8座车站，东端于日照西站连

接青盐铁路，西端通过曲阜东站与
京沪高铁衔接，为双线高速铁路,设
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19年11月开
通运营。鲁南高铁建成后自临沂出
发到北京和上海，将由10多个小时
缩短至3小时左右。

12日，记者从山东省交通厅获
悉，目前，鲁南高铁日照至曲阜段累
计完成投资287亿元，占总投资的
81%，正在进行联调联试，11月份将
提前一年半建成通车，创造全国高
铁建设的新速度。

鲁南高速铁路东起山东省日照
市，向西经临沂市、济宁市、菏泽市，与
河南省郑徐高铁兰考南站接轨，线路
全长约494公里。该线路为双线客运专
线，采用分段建设模式，由日照至临沂
段、临沂至曲阜段、曲阜至菏泽段、菏
泽至兰考段组成。目前，曲阜至菏泽段
开工不到一年，累计完成投资44亿元；
菏泽至兰考段可研报告已批复，正加
紧推进初步设计工作。

郑济高铁可研报告已批复

郑济高铁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和
山东省西部，连接河南、山东两省省
会，线路呈西南-东北走向。郑州至
济南铁路山东段，起自京沪高铁济
南西站，向西途经济南市槐荫区、市
中区、长清区、德州市的齐河县、聊
城市的茌平县、东昌府区、阳谷县和
莘县，至山东省与河南省省界，正线
全长168 . 583公里，包括济南枢纽、
聊城地区相关工程。郑济铁路山东
段新建车站4座，分别为长清站、茌
平南站、聊城西站和莘县站；改建接
轨站1座为济南西站。

12日，记者从山东省交通厅获悉，
郑济高铁项目可研报告已批复，正加
紧推进初步设计工作。郑济高铁通车
后，济南市民坐高铁半小时到聊城。

而黄台联络线项目可研报告，我
省正在会签，近日将获得批复。黄台联
络线为城际铁路，桥梁总长6 . 719公
里，占线路总长的50 . 21%，设计速度
目标值120公里/小时，工程总投资
26 . 11亿元。通车后，从济南站也能乘
坐济青高铁以及济莱高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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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A1030女，未婚，1992年1月，汉
族，本科，月薪：4000+，167cm，50kg，济
南，有房有车，高校助理，电话：
13791005907，QQ：1529707730，简介：
本科学士学位，计算机专业，在山大
学习二专业法律，喜欢读书，运动和
宠物，乐于结交朋友，父母国企单位。
QQ同微信。觅：未婚，24-28岁，178cm
以上，本科及以上，未婚，工作稳定，
国企或事业单位最佳，品貌端庄，善
良孝顺，特别优秀者条件可放宽。

198A2028男，未婚，1990年11月，
汉族，专科，射手座，月薪：10000+，
175cm，70kg，济南，有房有车，电话：
15053173356，QQ：547240549，简介：本
人性格开朗，阳光帅气，幽默健谈，生
活有品味及追求，热爱健身，旅游及

美食，经济优越。QQ同微信。觅：未
婚，24岁—28岁，160cm以上，大专及
以上，有正式工作，最好是外地留济。

198A3034女，未婚，1981年2月，
汉族，本科，月薪：8000+，180cm，济
南，财务，电话：13964092145，QQ：
411717295，简介：微信同电话。济南
人，不胖，文静，大方，私企，五险一
金，双休，其他的待遇也比较好，工作
较稳定，觅：真诚，靠谱的男士。

198A4025男，未婚，1989年3月，
汉族，中专，摩羯座，月薪：6000+，
178cm，75kg，济南，有房有车，餐饮，
电话：13964079496，QQ：373258779，简
介：微信同电话。工作认真，勤劳踏
实，简单朴实的阳光男孩一枚，生活
中简简单单，业余时间喜欢爬山旅

游，钓鱼，游泳，听音乐，看电影。觅：
20岁—36岁，158cm以上，最低初中，
未婚或离异带女孩，要求简单朴实的
女孩，物质女勿扰，踏踏实实过日子，
一起奋斗，共创美好的幸福生活。

198A5031女，未婚，1975年7月，
汉族，本科，月薪：5000+，158cm，46kg，
济南，有房，会计，电话：15562571738，
QQ：3218931473，简介：微信同手机
号。省内留济，朴实善良，踏实简单，
正直真诚。觅：婚况不限，46—53岁，
170cm以上，大专，三观正，人品好，为
人正直和善，性格温和，真诚大度，善
良踏实有修养，无烟少酒，有正当稳
定工作，有住房。心理不健康者勿扰。

198A6030男，短婚未育，1975年2
月，汉族，本科，月薪：36000，175cm，

73kg，销售，电话：15854139846，QQ：
3176947643，简介：阳光帅气，外企中
国区销售经理，年薪46万+，性格开
朗，稳重大气，通情达理，正直善良，
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手机，喜欢音
乐，读书和旅行。觅：未婚，39岁以下，
160cm以上，学历不限，1980年以后女
生，长相中等或以上，开朗阳光，温润
善良，独立上进，三观端正，英语优秀
者优先。

198A7035女，离异，1969年6月，
汉族，本科，月薪：7500，162cm，53kg，
济南，有房，教师，电话：15508653527，
QQ：1741153175，简介：中学教师，知
书达理，性格好，有气质。爱好广泛，
读书，运动，音乐，旅游。有一子已上
名牌学校，已备好婚房，无负担。觅：

离异或丧偶，47岁—60岁，168cm以
上，大专以上，诚寻优秀，条件相当，
人品好，聊得来，有共同语言的男士。
要求有房，或有条件买房，会开车。

198A8024男，离异，1968年6月，
汉族，本科，巨蟹座，月薪：7500，
180cm，75kg，聊城，有房有车，教师，
电话：13256357013，QQ：2956209115，
简介：房2套，性情稳重，爱好旅游，独
居生活，身体健康，事业单位，月薪打
卡7500另加五险一金，户口年龄有
误，实为71年出生，孩子独立，无须负
担。微信同手机号。觅：婚况不限，46
岁—38岁，158cm以上，高中以上，谈
得来，有眼缘，通情达理，温柔善良，
身边不带孩子或带女孩，工作收入不
限，省内户籍。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段婷婷

12日，山东省发改委发布《关于
整合降低曲阜三孔等景点门票价格
的通知》，降低曲阜三孔等景点的门
票价格，同时免费开放颜庙、周公
庙、少昊陵、孟母林4个景点。新的门
票价格将于10月1日起开始执行。

2018年6月1日，三孔景区曾经
调整过一次价格。实施“三孔+”四种
新联票，将“三孔”与尼山孔庙及书
院、颜庙、寿丘少昊陵、周公庙四个

景点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分别组
合。“3+1”联票由每张200元降为170
元；“3+2”联票由每张250元降为190
元；“3+3”联票由每张300元降为200
元；“3+4”联票由每张350元降为210
元。

此次，为进一步推动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促进旅游业转
型升级，进一步整合降低曲阜三孔
等景点门票价格。将孔庙、孔府、孔
林、颜庙、周公庙、少昊陵、孟母林等
7个景点门票进行整合，价格降为

140元，门票7日内有效。
孔庙、孔府、孔林等3个景点保留

单票，孔府门票价格60元，孔庙降为
80元，孔林降为10元；颜庙、周公庙、
少昊陵、孟母林等4个景点免费开放。

同时，孔庙、孔府、孔林等3个景
点对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退
休士官、教师、残疾人、老年人、6周
岁以下或身高1 . 4米以下儿童、持

“山东惠才卡”的高层次人才实行免
票，6-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本科
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价优惠。

应届毕业生到十大千亿产业企业就业

一次性补贴1000元

┩刀道

□生活日报记者 王红妮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
是富民之源。9月2日起，生活
日报每日一期，持续刊登职
业培训、就业援助、创业服
务、创业贷款、就业扶贫、职
业介绍等政策内容。

今天为您介绍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职业介绍补贴、十
大千亿产业企业就业应届高
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政
策。

1 . 1 政策名称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

介绍补贴
1 . 2 补贴范围
济南市行政区域内工商

登记注册且持有《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不包括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承担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并从事公益性职业介绍
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 . 3 补贴标准
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免费介绍择业期内（毕
业3年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
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成功就业，与本市
用人单位签订1年（含）以上劳
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可按介绍成功就业人数
申请职业介绍补贴，标准为一
次性300元。

成功介绍就业人员不包
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
遣至用工单位的就业人员。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指未
缴纳过职工社会保险的高校
毕业生。在校签订三方协议
且在协议用人单位就业的，
不享受职业介绍补贴。

1 . 4 办理地点
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持相关资料到工商注
册地的街道（镇）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自愿申请。

1 . 5 办理时限
符合条件的，在次季度

20个工作日内将上季度补贴
资金发放到位。

2 . 1 政策名称
十大千亿产业企业就业

应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
补贴

2 . 2 补贴范围
在我市十大千亿产业企

业就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应届高校毕业生。

本补贴提到的“应届高
校毕业生”是指纳入全国统
一招生，国内普通高等院校、
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
研究机构中，普通高等学历
教育（不含成人自考、远程教
育、函授及其他形式的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毕业年度内
毕业的学生和毕业学年内已
领取《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
推荐表》的学生。取得国家教
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定证
书”的海外高校应届毕业生
也在补贴范围之内。十大千
亿产业是指在《济南市十大
千亿产业振兴计划》（济政发

〔2017〕3号）中确定的大数据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
造与高端装备、量子科技、生
物医药、先进材料、产业金
融、现代物流、医疗康养、文
化旅游、科技服务十大产业。

2 . 3 补贴标准
每人一次性求职补贴

1000元。
2 . 4 办理地点
符合条件的企业向企业

工商注册地所在地的街道
（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交
申请。

2 . 5 办理时限
符合补贴条件的，补贴

资金将于提交申请次季度的
2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位。

以上政策详情，请登录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网站咨询。

黄黄台台

工工程程起起点点

工工业业北北路路
工工程程终终点点

济济南南东东站站

新新建建济济南南站站至至济济青青高高铁铁联联络络线线线线路路示示意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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