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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本月1日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七区最低工资每月1240元
本报记者 李晓闻

8日，青岛市
人社局宣布，3月
1日起，青岛调高
最低工资标准。
七区企业月最低
工资标准由1100

元 调 整 至 1 2 4 0

元，五市由950元
调整至1 1 0 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也由1 1 . 5元、
9 . 8元分别调整
为13元、11元。

七区涨至1240元，五市涨至1100元

根据全市经济发展和职工
工资水平增长等情况，从3月1日
起，驻市南、市北、四方、李沧、
黄岛、崂山、城阳用人单位月最
低工资标准由 1 1 0 0元调整为
1240元，增幅为12 . 7%。驻即墨、
胶州、胶南、平度、莱西用人单
位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950元
调整为1100元，增幅为15 . 8%。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一同
出炉：七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由11 . 5元调整为13元，增幅为
13%；五市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
9 . 8 元 调 整 为 1 1 元 ，增 幅 为
12 . 2%。根据相关规定，月最低工
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
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
非全日制就业者。

企业擅自执行最低工资标
准、不履行报告制度的，由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根据相关规定，处以2000

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
于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
的行为，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投诉。

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企业工资线

8日上午，记者在延吉路人
力资源市场的招聘会上看到，
参会的100多家招聘企业标注的
工资水平大多在2000元以上，少
数职位如超市收银员、饭店传
菜员等，起步工资在1600元至
1800元左右，工资低于1500元的
职位几乎没有。一家美容机构
的招聘主管称，他们

员工的平均月工资在2500元左
右，而且基本工资每年都会适
度上调，最近两年每年涨100元。

据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是
少数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
下降，确无正常工资支付能力
的用人单位(连续3个月
以上

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支付给
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有支
付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将最低
工资作为正常的工资支付标
准。根据规定，凡职工在法定工
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

其工资收入不得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每年都要涨

1995年，青岛市首
次规定最低工资标准，
当时市南、市北、四方、
李沧、崂山、黄岛的用人
单位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80元；驻各县级市、城
阳区的用人单位月最低
工资标准为150元。2010

年起，青岛市最低工资
标准每年调整一次，当
年5月，青岛市七区最低
工资标准由原来的760

元涨到920元，五市由原
来的每月620元涨到760

元。去年3月，七区最低
工资标准涨到1100元，

五市涨到

950元。今年是青岛市第
1 1次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

根据青岛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十
二五”规划，“十二五”期
间，青岛市月最低工资
标准会保持年均增长
13%以上。按照这个标
准，到2015年，七区最低
工资标准有望超过1700

元，五市最低工资标准
也有望超
过1500元。

周边18条道路拆违绿化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宋珊珊 ) 游客来青岛，首
先接触的就是火车站及栈
桥。8日，记者从市城乡建设
委获悉，火车站及栈桥周边
环境整治方案已经制定，将
对周边18条主要道路展开
拆违、绿化、建筑外立面改
造等行动。

根据方案，整治范围
西起广州路东侧，在费县
路一线往西延伸至观城路
路口，南至太平路海滨沿

线，东延至莱阳路海军博
物馆，北至兰山路、河南
路、湖南路、湖北路，延至
泰安路北端，总占地面积
约2 4公顷，包括1 8条主要
街道。这些区域将拆除周
边违建、整治卫生、绿化
公 共 区 域 、规 划 广 告 设
置、整修建筑物外立面和
改造交通设施等，进行深
度整治。

市铁路两侧环境整治
指挥部将联合有关执法部

门，动员周边居民及商户，
对破旧违章建筑、广告、门
头按计划进行拆除。建筑
立面整治，将延续青岛历
史文化名城建筑风格和城
市发展历史文化脉搏，采
取创建欧式风格和构造欧
式元素的手法，优化城市
环境色彩体系，对低多层
建筑按照欧式风格实施平
改坡及外立面粉刷整修，
距离铁路线小于30米的居
住建筑，统一将外窗改为

隔音窗。绿化建设，将结合
火车站广场及栈桥周边环
境特点，因地制宜，因形就
势，采取“补绿、增绿和内
外环境相互渗透”的方法，
突出重点和特色设计，形
成独特的景观体系。

同时，按照“人车分流、
社会车辆与专用车辆分流、
过境车辆与接送车辆分流”
的交通规划，设计交通导向
系统，改造周边停车场，改
善交通拥堵现状。

社区实施错时停车
本报 3月 8日讯 (通讯

员 陈刚 栾心龙 记者
赵壁 ) 8日起，青岛交

警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
“大干3 0 0天”道路停车秩
序综合整治行动，在建的
和建成的大型建设项目都
要做和补做交通影响评
价。

据了解，此次综合整
治行动，交警部门将配合
市城乡建委，逐步完善道
路交通设施，尽可能增加
支路临时停车泊位的数
量，在具备临时停车条件

的商业圈、餐饮圈、居住圈
周边区域增加临时或限时
停车泊位，设置停车诱导
标志，合理引导停车。

严查已有停车场周边
的违法停车，进行现场贴
罚单、拍照、清障车拖移、
视频监控巡查，从严处罚
社会车辆侵占公交专用道
及停车站、场的行为，对居
民小区占用消防通道停
车、绿地停车、乱设挡车柱
等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科
学施划居民小区临时停车
泊位，实施错时停车，局部

区域单向调流交通组织等
措施，引导社区居民规范
停车秩序。

全面摸排市区现有停
车泊位总数、停车泊位种
类及停车场被非法占用、
挪作他用及大型建筑配建
停车泊位等情况。对大型
建筑配建停车泊位未达到
标准的，由政府给予土地
支持，进行补建。

建设智能停车诱导系
统，在进入市区道路、商贸
区、居民区、餐饮区及停车
场周边区域道路设置停车

诱导显示屏，实时显示停
车场位置、停车泊位总数、
空闲泊位数及行驶路线提
示，对机动车停放进行诱
导，提高停车效率。对规划
及在建的大型建设项目进
行摸底、排查、登记备案，
督促大型建设项目进行交
通影响评价；对已经建设
完毕的，而没有实施交通
影响评价的要督促其补
做，积极采取措施，缓解因
大型建筑吸引大量车流、
人流造成的交通拥堵及停
车难问题。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臧富贵)
8日，记者从开发区市政部
门了解到，开发区计划投
资1 . 4亿元，对滨海苑等28

个居民楼院综合整治，同
时对富春江路等13条道路
两侧违法户外广告和霓虹
灯广告进行集中拆除。

据介绍，此次整治内
容包括居民楼院综合改造
和实施居民楼院违法、违
规行为综合整治。实施居
民楼院综合改造主要是对
居民楼院地面硬化和居民
楼院绿化、亮化、净化以及
对居民楼院设施设备配套
及改造等。通过综合整治，

对居民楼院内路面采用相
关材料进行硬化或修补，
利用草坪等地被植物，对
居民楼院绿地内和树冠下
的裸露土地进行覆盖，补
建楼院透空围墙，实行立
体绿化透绿。

按照小区实际情况对
需亮化区域采取措施进行
亮化，对损坏的庭院灯、草
坪灯、楼道灯、指示灯等进
行修复。对小区内污损墙
体进行清理粉刷，确保立
面整洁，无墙皮爆裂、无污
迹。完善居民楼院内市政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修复
排水设施，整修改造老旧
管线。

1 . 4亿元整治老旧楼院

宜阳路两侧建绿化带

本报3月8日讯 (记者
张杰 通讯员 周欣 )
8日，四方区城管执法局

启动了拆除位于宜阳路新
打通段违法建筑的整治行
动，拆违面积1500余平方
米。违建拆除后，四方区将
对宜阳路打通段全线约1

公里进行绿化建设，两侧
建设绿化带。

8日下午，宜阳路新打
通段违法建筑的整治行动
开始。这些建筑是一市民
在宜阳路马路东侧高压线
下自己圈建的，用围墙圈
起长约110米，宽约15米的
院子，里面搭建了许多违
法建筑对外出租，用于经
营洗车、修车和回收废品，
承租者又搭建了许多棚厦
便于经营。由于该处位于
高压线下，存在安全隐患，

同时经营者经常占用本来
就不宽的人行道修洗车
等，给过往行人带来不便。

通过执法人员耐心细
致地说服教育，搭建违法
建筑的市民和在此从事经
营的业主均比较配合，同
意拆除违建，并整理物品
进行搬离。

8日下午，城管执法人
员动用挖掘机将围墙全部
拆除，同时根据经营者的
要求，为了保全房屋门窗
等物品，房屋部分结构进
行人工拆除。据悉，这些违
法建筑拆除后，四方区将
对宜阳路打通段全线约1

公里进行绿化建设，两侧
建设绿化带，最宽处约八
九米，最窄处也有二三米，
全部种植观赏性乔木，全
面打造绿色走廊。

执法人员正在清理违建。 本报通讯员 周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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