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日到，旅游福利来了

跑跑马马岭岭三三折折，，大大批批公公园园半半价价逛逛
本报5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刘飞跃 通讯员 翟传虹）
14日，记者从济南市旅游局获
悉，5月19日当天，济南市共推出
20项重点惠民旅游措施，以迎接
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

据悉，5月19日是“中国旅游
日”。旅游日当天，济南市20处旅游

景点的优惠幅度将达到五折及以
上折扣。这些景点及优惠措施如
下：济南跑马岭景区门票实行三折
优惠，票价为24元；九如山风景区
举办一次游园终身免票活动；水帘
峡风景区实行门票五折优惠，为45
元；金象山乐园门票半价优惠，为
60元；黄金谷山水画廊风景区实行

门票五折优惠，为35元。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景

区新区内超然楼实行半价优惠，
票价为20元，老区内的海底世界
实行半价优惠为40元；济南千佛
山风景名胜区万佛洞实行门票半
价优惠为7 . 5元，齐鲁碑刻文化苑
免费开放。

百脉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为
25元；朱家峪景区大门票半价优惠
为20元（闯关东体验馆除外）；锦屏
山旅游度假区门票半价优惠为25
元，游览车实行半价优惠为5元；白
云湖景区针对在鱼庄就餐且餐标
每人40元以上的游客实行免门票
和船票，对购票入园的游客实行凭

门票在景区免费划船一个小时的
优惠活动（价值50元）。

三王峪山水风景园门票实
行半价优惠为25元；五峰山景区
门票半价优惠为20元；莲台山景
区门票半价优惠为15元；凤凰岭
景区门票半价优惠为10元；济阳
县徒河黑猪快活林免门票。

章章丘丘33000000辆辆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77月月开开运运
共设站点100处，由专业公司负责后期运营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王伟 王宫钦

据章丘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健介绍，建设城区公共自行车
服务系统为章丘市2015年的全市十
大民生工程之一。为了科学建设公
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章丘市多次
派人到省内其他县市区学习。”章
丘市还成立了专门的公共自行车
管理办公室，来负责公共自行车
的建设和后期管理。

章丘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建设范围为：东起世纪东路、
西至绣源河风景区、北起济青
路、南至G309（包括大学城区），
设置站点100处，安装控制器120

个、锁车器3300个，投放公共自行
车3000辆。

王健介绍，章丘市于3月17

日发布了项目采购招标公告，4月
8日完成招标工作，4月17日与中标
的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目前，
自行车及相关配套设备的样式已
基本确定，厂家正在加紧生产自
行车及相关设备。

章丘市已经先期公示了确
定的93处站点，并听取了市民意
见。王健说，6月10日将完成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章丘市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将于6月25

日试运行，7月份将正式投入使
用。”

通过学习外地经验，章丘市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经营模式
采用的是BOT模式，政府全额投
资、分期购买服务、专业公司运
营、政府全程监管模式。“该模
式是最为成熟的模式，潍坊、济
宁、苏州均采用这种模式。”王
健说。由专业的公司负责后期
运营，可以减少部分建设运营
成本，“管理将更为专业。”政府
则根据企业提供的服务情况选
择部分款项的支付比例，起到监
管作用。

王健还介绍，采用公共自行
车可以减少市民出行费用支出，

“据测算，每年可以节约市民出
行费用支出1000余万元。”公共自
行车也能促进市民健身运动开
展，有助于解决公共交通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特别是可
压缩“黑出租”的生存空间。

骑车每次一小时内免费

记者从章丘市交通局获悉，
年龄在16周岁到65周岁的市民

（含高校学生、外地游客等）都可
办理“诚信卡”使用，借车卡每天
使用不限次数，每次一小时内免
费，单次超时按1元/小时收取超
时费。

据王健介绍，“诚信卡”实行
实名制，要求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将坚决杜绝人情卡、关系卡，办理
时需交100元押金、50元充值费用。
市民如需退卡，100元押金及充值
余额将按程序返还。目前，还正在
研究“诚信卡”和公交卡、银联卡
兼容的问题。

“市民骑车一般不会超过一
个小时，根据测算9成的市民使

用公共自行车将不会花钱。”快
到一个小时，市民将自行车骑到
最近的一个点归还，然后再借出
来就行了。王健介绍，办卡地点
初步定于章丘市龙泉大厦、交通
局审批大厅和百脉泉广场，“具
体的时间和地点，市民还需留意
相关通知。”

公共自行车运行方为常州
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该
公司共在全国 1 2 0个城市承接
了公共自行车运营工作，“目前
正在建立该公司统一的系统，
在任何一城市办卡，可在该公
司负责的全国城市公共自行车
使用。”该负责人说，到了明年
年底，章丘市民办的“诚信卡”
在 潍 坊 等 省 内 城 市 将也能使
用。

手机可查站点车位空余

据了解，章丘市公共自行车
共设置了100个站点。这些站点的
间距在300到500米左右。站点多位
于人员密集和客流量较大的地方，
如大型小区、主要旅游景点和
大学城的大部分高校。

据王健介绍，站点内有公共
自行车锁车器、站点控制器和公
共自行车。市民只需要刷卡就能
从锁车柱上取车，还车时能够自
动锁住自行车。每一个站点控制
器还带有一个查询终端，方便市
民查询借还车信息等。

公共自行车车胎是免充气
车胎，可大量减少维修维护工
作。每一辆车都有个不同编号的
电子身份识别卡。每辆自行车本
身还携带了密码锁，“周围实在
无站点时，可将自行车像普通自
行车一样锁起来。”

公共自行车的数据中心可
全面监视各个站点和每辆自行
车的情况。当某个站点自行车过
多时，公司调度车和巡检员会将
自行车拉到车辆较少的站点去。

同时，手机APP城市公共自
行车微信公共平台已开设，市民
可以通过手机准确查看每个站
点的车辆使用及车位空余情况。
市民在骑行中遇到自行车损坏
的情况，可拨打客服电话，“一般
1 0 分钟左右就会赶到现场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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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记者从章丘市获
悉，章丘市城区公共自行车
服务系统建设正有序进行，
3000辆公共自行车6月中下旬
将亮相章丘街头，6月25日将
试运行，7月将正式运行。如
此大规模建设城区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这在省城济南
尚属首家。

工作人员正在试验从车锁上取出公共自行车。 记者 蒋龙龙 摄

插卡可查站点的剩余公共自
行车数量。 记者 蒋龙龙 摄

济南企退人员养老金11连涨

企企退退人人员员养养老老金金最最少少也也增增113300元元
本报5月14日讯（见习记

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唐莉）
14日从济南市人社局获悉，

自2015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
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标
准，实现企退人员养老金11连
涨。本次调整范围的人员为
2014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
理退休、退职手续并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退职
人员。根据此次调整，企退人
员养老金最少也要涨130元。

据了解，对2014年12月31日
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或退职手
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
员(不含按省政府办公厅鲁政
办发[2011]64号文件等有关规
定，办理一次性补缴参保手续
的人员)，仍采取普遍调整和适

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按照普遍调整的办法，对

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分三部
分计算增加养老金：一是定额
调整，每人每月增加125元；二
是与缴费年限挂钩调整，根据
退休人员缴费年限长短划分
为7个档次，月增加额为30至
90元；三是与本人养老金水平
挂钩调整，按2014年12月本人
月基本养老金的3 . 3%增加。

对符合条件的退职人员，
按退休人员普遍调整的办法
分三部分增加养老金。第一部
分按退休人员标准的80%计算
增加，即每人每月增加100元；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按与退
休人员相同的办法增加。也就
是说，此次调整中，企业退休

人员与退职人员增加部分的
区别在于，退职人员的定额调
整比退休人员少25元。

与往年有所不同，采取了
定额调整与挂钩调整相结合
的办法。定额调整，是对全省
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都
按统一的额度增加，体现公
平。与本人缴费年限挂钩调
整，根据缴费年限长短划分为
7个档次，分别增加一定数额
的待遇，主要体现长缴多得。
与本人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
按退休人员2014年12月本人
月基本养老金的一定比例计
算增加，主要体现多缴多得，
进一步加强养老金调整办法
的效率和激励功能。

此外，对企退人员的养老

金还将适当倾斜。2014年12月31
日前年满70周岁以上的退休

（退职）人员，按年满70周岁不满
75周岁、年满75周岁不满80周岁
和年满80周岁三个年龄段，每
人每月分别提高20元、40元和80
元。其中，2014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刚达到70周岁、75周岁
和80周岁的，每人每月再分别
提高250元、150元和280元。

对2014年12月31日前已
按原劳动人事部劳人险[1983]
3号文件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
新中国成立前老工人，红军时
期参加工作的每人每月555
元，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每人
每月475元，解放战争时期参
加工作的每人每月395元。

请警惕13种

非法集资方式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雅菲）
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

公室、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联
合下发《关于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维护金融稳定的通告》，通告中列出
一些非法集资的特征和形式。市民发
现非法集资可拨12345举报。

《通告》中明确，非法集资的具体
特征有：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
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
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
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
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
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
样的，《通告》中列出了主要的13种：不
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
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
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
非法吸收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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