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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旧旧小小区区都都需需提提供供养养老老服服务务
到2020年，全市“三无”人员将享政府供养

三千多美术生

昨日联考

本报泰安1月11日讯(记者
白雪 ) 1月11日，在泰安一中和
泰山中学，报名参加山东省2015

年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的泰安考
生3000多人，交上了联考答卷。考
生普遍反映此次素描科目相对简
单，都是日常经常画的球体等，只
是画一个木质小人有点难。

1月11日上午11点30分，在泰
安一中考点门前，聚集了很多高
三生家长等考生出考场。记者看
到，考生出考场时大多都笑着，一
位长城中学的考生说，“今天上午
考的素描，觉得和平常画的物体
没什么两样，很多物体都在书上
都学过，例如篮球、魔方等，仅是
一个木质的小人有点难画，得仔
细琢磨一下怎么画。”

像这位女生一样，在记者询
问的五位考生中，他们都提到了
这个木质小人，“这个小人底部有
一个托盘，小人是在跑步的姿势，
是木头做的。”东平明湖中学的一
位考生奚飞说，有不少考生都觉
得这个小人比较难，但他在课下
训练时，刚好练过这种小人的画
法，觉得画起来比较顺手。

一高中老师正收取学生的准
考证，以防学生丢失影响考试。他
边收边说，这些学生练习了很长
时间了，听他们描述，此次考试难
度适中，一些平时扎实训练的考
生觉得简单，但想画好还是需要
费点心思。

据了解，1月25日后，考生可
通过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
查询成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按
照考生专业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
顺序排列，根据生源及招生计划
情况划定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校
招生美术类专业考试本、专科合
格分数线。

非美术类本科专业考试2015

年仍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校考
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至3月13日，
大年初九，艺考生们开始为考试
奔波。

“三无”人员

将享政府供养

根据意见，到2020年，全面建
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
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
系。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具体
目标是，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
神慰藉、紧急救援等基本养老服
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符合标
准的日间照料中心、敬老院等养
老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
和乡镇，60%以上农村建立农村
幸福院等互助式养老服务设施；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40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
位总数的30%以上；社会力量成
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提供
就业岗位5万个。

泰安市将履行政府托底保
障职责，完善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养老金待
遇和医疗保障水平；经济困难老
年人参加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

纳部分，按医疗救助相关规定办
理；办好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等
保障性养老机构，对城市“三无”
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
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
力)、农村五保老年人，实行政府
供养；建立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

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和困难
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新老小区都要

有养老服务设施

在规划服务设施方面，在制
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时，必须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 . 2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
设置养老服务设施。支持利用闲
置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办公场
所等改建养老机构。

根据当地老年人口数量和
养老需求，建设不同档次、满足
不同层次养老需求的养老服务
设施。新建居住小区按每百户不
少于2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已建成
的住宅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15

平方米的标准调剂解决。社区人
口规模在1-1 . 5万人、1 . 5-3万人、
3-5万人的社区，应分别配套建
设面积不少于750平方米、1085平
方米、1600平方米的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

农村幸福院

至少有20个床位

以上设施与住宅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不得挪作他用。老旧
居住区没有养老服务设施或现
有设施达不到建设指标要求
的，必须在2020年年底前通过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
服务设施。农村养老服务设施
要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统一
规划、优先建设。农村幸福院建
设标准原则上占地不少于2亩、
建筑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床
位不少于20张。

在财政扶持上，各级政府将
要设立发展养老服务业专项资
金，地方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金
要50%以上用于支持养老服务业
发展。

自2014年起，在省补助的基
础上，市财政对新增养老床位不
少于20张、符合有关部门规定资
质条件的养老机构，按核定床位

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每张床位
3000元；租赁用房且租用期5年以
上、达到前述条件的养老机构，
按核定床位给予一次性改造补
助，每张床位补助1400元。自2014

年起，在省补助的基础上，市财
政对已运营、养老床位不少于20

张、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资质条
件的民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按实际入住的自理、半自理和不
能自理老年人数量，分别给予每
人每年200元、330元和400元的运
营补助，连补3年。自2014年起，在
省补助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
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市财政按建设规模给予分类补
助。

对达到相关国家规定建设
标准的，每处给予8万元建设及
运营补助；对达不到国家规定最
低建设标准、建筑面积300平方
米以上的，给予4万元建设及运
营补助。对于符合“十二五”期间
建设规划，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农
村幸福院，市财政给予3万元建
设及运营补助。

车站离学校百米

学生常跨过铁轨

11日上午10点左右，在泰
山护理职业学院，许多学生趁
星期天，坐车到市里逛逛。因为
学校门口没直达公交，学生们
需要穿过泰肥铁路到泰肥一级
路去坐6路或者25路公交车。

“学校门口没公交车，要坐
车得走10来分钟才能到附近的
公交站牌。”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的学生张倩说。学校附近有三
处公交站点，分别为天平店、卫
校东站、泰安卫校新校。从市内
到学校，学生如果坐6路车，在
金牛山路上的天平店站点下
车，步行穿过泰肥一级路和泰
肥铁路的桥洞子走大约10分钟
才能到学校正门口。“桥洞子下
了雨满是积水，根本都没法
走。”张倩说。记者在现场看到，
泰肥铁路东侧的桥洞子宽约2

米左右，与两侧路面落差有近
一米。

学生如果从市内坐25路到
学校，可以从卫校东站站点下
车，步行穿过泰肥铁路的上方
到达学校正门。记者在现场看
到，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正门南
侧，学生们踏出一条仅容一人
通过的小路，在靠近泰肥铁路
的地方竖着一块“禁止上铁路”
的红牌子，但丝毫阻止不了过
铁路坐公交车的学生流。

在泰山护理职业学院西侧
还有一处公交站点“泰安卫校
新校”，但因为离着学校有几百
米远，还需要穿过泰肥铁路西
侧一处桥洞子，学生们一般都
不会去这一站点坐车。“这站点
离学校太远了，步行得20多分
钟。虽然叫泰安卫校新校站点，
我们一般都不来这坐车。”学生
李静雅说。

全校六千多人

热盼公交开过来

1月6日，泰安市公共交通公
司实名认证微博发表“47路公交

线路开通”的信息，但是这条微
博刚一开通立即引起波澜。

原来该线路是为方便青春
创业园北部居民小区及泰安卫
校新校、泰安监狱等周边居民
公交出行开通的，但因为该线
路根本不到泰山护理职业学
院，泰山护理职业学院还是未
通公交车。

网友“苏丽莹Susu”就说：
“我们学校6000多人盼了六年
都没有给我们到一辆到校门口
的车。”

网友“御风木痕”说：“我们
学生出入就6路和25路，过火车
道和小涵洞多危险，据说还有
抢劫的，求开通直通车！！！！”

11日，在泰山护理职业学
院正门南侧有一条10米多宽的
柏油马路，能容许两辆车同时
通行。“去年这条路重新翻修拓
宽，完全能容许公交车通行。”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团委书记张
向民说，学校2009年搬来之前，
这条马路就修好了，当时宽约6

米，去年这条路重新翻修拓宽

达到10米，在学校正门东侧还
留出了公交车泊位。

“目前学校学生连同教职
工有6100来人，公交车不到学
校门口，学生穿铁路过马路去
坐车有很大的隐患。”张向民
说，学校从周六到周日都没课，
许多学生都会趁休息出门逛一
逛，办点事，但是没有直达学校
的公交车，学生出门坐车过铁
路和桥洞子很危险。“学校也有
班车，是45个座的大班车，每次
都能从学校东侧的桥洞子拐到
门前的马路上。”张向民说，该
处的桥洞子高约7米，公交车完
全可以通行，但因为涵洞宽度
不够一次仅允许一辆车通行。

“如果这处公交车不行的话，可
从学校西侧青春创业园那边拐
过来，那边是横跨铁路的立交，
宽度也够，不影响公交车通
行。”张向民说，如果公交车能
直达学校，学校也会提供公交
车掉头的地方，也会方便公交
司机喝热水、上厕所等问题。

公交公司：

两处涵洞“卡脖子”

“学校没有直达公交车，主
要是受学校南侧铁路影响。”泰
安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校在2009年搬到新校的
时候，学校就反应了不通直达
公交车的问题，公司实地调查
发现到学校经过的两处涵洞其
中两处涵洞宽度不够，无法容
许公交车通行。

“学校班车一天才跑个四
五趟，公交车几分钟就一趟，行
车肯定会出现问题。”该负责人
说，为了方便学校师生出行，6

路车进行了延伸，也新开通了
25路公交车。

“开通直达公交车最主要
的前提是行车安全，公交车即
使过去也很危险。”该负责人
说，学校门前马路平时还有小
商小贩占据道路，公交车都是
10米长的大车掉头转弯很危
险。

“现在道路西侧青春创业
园那公交车可以开到门口，但
是道路破损。”该负责人说，他
们也想着将公交车开到学校门
口，如果以后道路修好后具备
通行条件后，公司会考虑开通
直达学校的公交车。

六六千千多多师师生生六六年年坐坐公公交交犯犯难难
去最近的站点，有些人冒险跨过铁轨

本报记者 侯峰

泰安市近日出台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的意见，根据意见，2020

年前，无劳动能力等城

市“三无”人员将享受政

府供养，新建居住小区

按每百户不少于20平方

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地

方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

金要50%以上用于支持

养老服务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世腾

近日，泰山护理职业学院的学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学校从2009年搬迁
后，一直未通到门口的公交车。学生出门坐公交车需穿过铁路、涵洞等危险地
方。为了开通公交车，学校门前的道路已重新翻修拓宽并留出公交车泊位。泰
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到卫校的公交车需穿过涵洞，公交车都是大车
很难穿过，为保证行车安全暂未开通直达泰山护理职业学院的公交车。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的学生为乘车踏出一条小路。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考生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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