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陈朋 美编：宫照阳 组版：洛菁 重点

我我省省拟拟提提高高城城市市中中心心区区停停车车费费
细则仍待物价部门制定，前期调查中多数市民倾向低收费

在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新
闻发言人耿庆海提到，我省将对
各专业管线和道路的建设计划
进行统筹，形成城市道路和管线
年度建设计划，并按计划统筹安
排各专业管线与道路的工程建
设。加快推进各地综合管廊建
设，确保实现2015年底全省综合
管廊300公里、2020年800公里的
目标。

目前，济南、青岛等大城市
结合GIS技术开发和利用，完善
了地下管网信息，集中力量开展
老旧管网改造，统筹安排地下管
网建设计划，减少重复开挖，确
保道路通行畅通；威海、聊城、滨
州等城市已建成地下管线信息
管理系统；日照等城市积极探索
建设综合管廊，目前全省已建成
城市综合管廊200多公里。

“综合管廊1公里的造价是
5000万元以上，比现在的普通地
下管廊造价高，建成后人可以在
管廊里面行走。”省住建厅城建
处处长陈立行说，综合管廊可以
避免城市马路乱开膛，有利于及
时发现管线问题，保证城市道路
交通畅通。

本报记者 孟敏

防马路乱开膛

我省推地下管廊

本报济南6月26日讯(记
者 孟敏) 在26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省住建厅副厅长、新
闻发言人耿庆海透露，为缓
解城市道路拥堵问题，我省
将严格控制占用机动车道、
人行道停车，鼓励建设地下
停 车 场 ( 库 ) 、立 体 停 车 场
(库)，提高城市中心区停车
收费标准，支持社会资本参
与公共停车场(库)建设。

“国家36号文提出的是到
2015年的目标，我省将这一目
标延长到了2020年。”耿庆海
说，这意味着，未来1-6年内，
我省将提高城市中心区停车
收费标准。但具体的细则还需
要省物价部门研究制定。

其实，从2013年5月1日
起，济南市物价局就制定了

《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
办法》，要求根据停车场所在

区域、时段、交通流量和停车
位供求情况，适时划定机动车
停车场类别，机动车停车场
(所)根据类别和停放时间实
行差别、累进递增收费。收费
标准按照中心高于外围、路内
高于路外、白天高于夜间的原
则制定。但具体实施起来，还
需要出台配套的机动车停车
收费标准等政策。

为此，从去年4月起，济南
市物价局就机动车停车收费
标准等问题展开过网上问卷
调查，多数网友赞成对机动车
进行按区域、时段差别收费。

不过，多数市民倾向于
低收费标准。在去年的问卷
调查中，一类车流最大的繁
华地段首小时停车收费标
准，选择最高每小时6元选项
的市民，远远少于选择每小
时4元甚至2元的市民。

26日，省住建厅副厅长、
新闻发言人耿庆海在发布会
上说，我省将积极建立和完
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用电、
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据悉，今年初，我国明确
了阶梯水价全国时间表，要
求2015年底前，全国所有设
区市原则上全面实行居民阶
梯水价制度。

目前，省住建、物价部门
已拟定阶梯水价指导意见，
人均每月用水量为3 . 5方左
右，各市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济南已初步拟定阶梯水价实
施方案，并报济南市政府审
批，但基本水量还没最终确

定。济南的户表改造已经完
成九成，符合实施阶梯水价
的条件。

阶梯电价全省统一，阶梯
水价和阶梯气价则实行属地
原则，各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制定收费方案和补贴政
策。据了解，推行阶梯水价制
度后，各地80%的居民生活用
水支出不会增加，其余约20%
的居民家庭用水基本生活需
求部分价格不上涨，但超出的
部分将大幅上调，涨幅为50%-
200%。实施阶梯气价后，以省
城80平的房为例，燃气取暖费
约涨750元。

本报记者 孟敏

水水电电气气阶阶梯梯价价格格
明明年年底底全全覆覆盖盖
超量部分要大幅提价

“最美乡医”刘庆民事迹报告会在济南举行

““我我身身体体很很好好，，会会坚坚持持下下去去””
本报济南 6月 2 6日讯

(记者 李钢 李飞 ) “我
现在身体很好，谢谢大家的
关心，也请大家放心，我会
一直坚持下去。”26日，刘庆
民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济南举行，在报告团成员讲
述结束后，刘庆民做出了上
述承诺。

“我记得小时候有次生
病，晚上12点多下着大雨，
刘叔叔知道后，二话没说就
赶到我们家给我看病。”26
日的报告会上，刘庆民曾经
的病人张伟回忆起自己看
病的经历，几度哽咽：“心里
始终想着病人，凡事以病人
为先，这就是我心中的刘叔
叔。”

报告会上，刘庆民的儿
媳、同事、患者代表等多人
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介绍
了刘庆民同志的先进事迹
和崇高精神。来自卫生计生
系统的卫生监督员代表、医
务人员代表、乡村医生代
表、医学生代表参加了报告
会，他们都深深地被刘庆民
的事迹所感动。

“他的事迹虽然没有那
么轰轰烈烈，但那种心系病
人的精神让人感动，我们会
好好学习发扬。”省卫生监
督所的王业宏说。

“他的这种奉献精神很
值得我们学习，以后工作
了，我们也会按这样的标准
要求自己。”山东医专护理
专业的大一学生杜慧平听
报告时感动落泪。

据悉，今年53岁的刘庆
民是泗水县苗馆镇隈泉庄
村的一名乡村医生。从医35
年来，他一直坚持先看病后
交钱，无偿为困难家庭免费
看病。数十年来，并不富裕
的刘庆民已为乡亲们垫付
了9万多元的医药费，家里
的欠条就攒了好几盒子。但
即便是他查出膀胱癌无钱
治疗时，他都没向乡亲们伸
手要账。

2014年4月18日，本报
以《乡村医生刘庆民的1880
张欠条》为题，报道了刘庆
民的感人事迹，在齐鲁大地
引发强烈反响，各行各业认
识了这位朴实善良的乡村
医生。

4月29日，省卫计委授
予刘庆民“山东省卫生计
生系统服务标兵”称号，并
在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开展
向 刘 庆 民 同 志 学 习 的 活
动。据悉，刘庆民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团还将到全省各
地巡回报告刘庆民的先进
事迹。

延伸阅读

身身在在济济南南还还接接到到1111个个求求诊诊电电话话

本报记者 李钢 李飞

成了“名人”

激动也有压力

“这几天，电视上播了我的事
后，我的很多病人很高兴，说我成

了名人了。”刘庆民说，他之所以
激动是因为他的这些做法得到了
更多人的认可，“这说明我做对
了，而且乡里乡亲们高兴，也是因
为这个。”

“激动归激动，但也有很大的
压力。”刘庆民说，只有做得更好
才能对得起大家的关心。

26日，刘庆民接受邀请，在报告
会后作简短发言，因此跟随报告团
来到了济南。尽管他没在家，但他的
接诊电话却一直畅通，“今天还接了
11个病号电话，我都安排好了，让留
守在家的儿子妥善处理。”

叮嘱儿子儿媳

坚守卫生室

由于曾患膀胱癌，刘庆民需
要定期检查。“一个月前检查了，
都挺好的。”刘庆民说，他会好好
保重身体，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虽然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刘庆民还是很挂心卫生室的

“传承问题”。“我一再对儿子儿媳
说，一定要把卫生室当事业来做，
一定要继承好‘先看病后交钱’和
24小时接诊这两大原则。”

其实，刘庆民的儿子儿媳曾
想留在县城工作。“我爸让我们回
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我想不通，壮
壮(刘庆民的儿子)也想不通。”报
告会上，刘庆民的儿媳席丽华说，
后来，他俩被父亲的坚持、乡亲们
的赞许和期盼所感动，决定留下
来。

这两个月，刘庆民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尽管如此，
刘庆民还是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乡医，来济南参加报
告会的当天，他还接听了老乡打来的11个求诊电话。

我省重点基建时间表

【轨道交通】■

2015年底，青岛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通车；力争到

2020年底，全省轨道交通建成运行200公里以上。

2015年底全省建成综合管廊300公里，2020年

达到800公里。

到2015年底，所有城市供水水质全部稳定达到国
家标准。

到2015年底，各类城市建成2处以上防灾避险公园。

到2015年底，全省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燃气普及

率和管道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65%、96%和70%
以上。

到2015年底，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污泥无害化处

置率、再生水利用率分别达到95%、50%、20%。

到2015年底，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8%，焚烧比例达到45%以上。

【地下管廊】■

【城市供水】■

【避灾设施】■

【供热供气】■

【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

本报记者 孟敏 整理

26日，刘庆民在报告会上作简短发言。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离家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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