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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范村规划为R1车辆基地
一个月内完成搬迁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喻雯） 济南地铁R1线开工20多
天后，相关工作的招投标陆续展
开。其中，位于R1线赵营站附近
大范村、小范村的位置被规划为
车辆基地。近日，大小范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监理和管理陆续启
动招标。

根据招标公告，长清区大
范、小范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百
突泉安置区东侧，通发大道以
北，济广高速以西，规划总用地
4 . 49公顷，居住用地4 . 05公顷。

记者了解到，根据规划，大
范村、小范村附近为车辆基地，
主要的功能就是停放车辆、定期

修理、日常机车维护等。除了大
小范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R1

线土建工程建设期的混凝土合
格供应商、混凝土添加剂合格供
应商、水泥合格供应商、钢材合
格供应商四项招标也同步启动。

长清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拥有450户、1500余村民的平安
街道大小范村由于被规划为车
辆维修基地，涉及土地750余亩，
需要整体搬迁，将在一个月内完
成搬迁任务。记者了解到，大小
范村的拆迁工作已经开始，截止
到8月2日，两个村庄已有290余
户村民签订协议，协议签订率已
达65%。

北北湖湖片片区区开开拆拆，，2200日日前前签签约约奖奖33万万
占地范围已有多户签订协议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蒋
龙龙） 10日，记者从天桥区
北园街道获悉，备受关注的北湖
片区项目又有了进展。未来的北
湖就位于目前的水园小区北区
范围内。该小区8-13号楼已有20
户居民签下房屋收购协议，这标
志着北湖片区正式开始城市
居民拆迁的工作。

10日上午，记者在水园小
区北区看到，该小区的8-13号
楼的楼体显眼处均张贴着“北
湖片区现场指挥部公告”。公
告称，现执行的无证房屋收购
政策是按照济南市委市政府

“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制定的，
也是济南市现行处理无证房
屋的最高标准。公告还称，有
房产证、有拆迁安置协议或有
货币补偿协议的，均按有房产
证标准办理。对于无法出具房
产证、拆迁安置协议或货币补
偿协议的，执行无证房屋收购
政策。对于签约后，又办理合
法房产证的，将按有证房屋安
置补偿政策予以补齐差价。

北园街道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本次公告仅限于水园小

区北区8-13号楼，涉及居民大
约360户。目前，已有20户居民
签约，近期将率先进行室内拆
迁，这是此次北湖片区内最早
拆迁的城市居民。本次无证房
屋收购有奖励政策，签约时限
为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9月
20日。在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
收购协议并交验空房的，按照
收购价款的20%，作为按期搬
迁奖励。2015年8月1日至2015
年8月20日签约的给予3万元
提前签约奖励；2015年8月21
日至2015年8月31日签约的给
予2万元提前签约奖励；2015
年9月1日至9月10日签约的给
予1万元提前签约奖励。
据记者了解，整个水园小区北
区的一部分将开挖成未来的
北湖公园，规划中连接大明湖
和北湖的“中泺河”也从该地经
过。根据济南市和天桥区的规
划，北湖片区将被作为北部城区
的城市副中心加以重点规划建
设，最终成为以休闲旅游和文化
传播为特色，集商务办公、商业
休闲、文化传媒、居住生活为一
体的都市活力中心。

东部老工业区获1 . 2亿支持
主要建设供水、供热管网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刘
雅菲） 10日，记者从济南市发
改委获悉，近日，国家发改委下
达了2015年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济南市
的3个项目获得中央补助资金1 . 2

亿元，这是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自2014年3月列入全国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试点区后，首次获
得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

本次获得中央预算内补助资
金的三个项目全都是片区基础设
施改造的项目。其中，水务集团东

区水厂配套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争
取资金4781万元，济南热力供热管
网改造建设工程争取资金3884万
元，泉城水务凤凰路北段供水管
道工程争取资金3454万元。这三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38873万元，主要
建设供水管网58 .9公里、供热管网
33 . 3公里。“这一批资金预计本月
底就将到位，到位后将马上投入
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东
部老工业区基础设施水平将有很
大提高”，济南市发改委的相关负
责人说。

当心“聚智堂·学林教育”

6校区无资质擅自办学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周
国芳） 10日，济南市教育局公
布违法办学机构公告，经核查，

“聚智堂·学林教育”在济南的6

处校区，未经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许可，属无办学资质擅自办
学行为。

据悉，“聚智堂·学林教育”
在济南有6处校区：万达校区、山
师校区、槐荫校区、天桥校区、
历城洪楼校区、济钢校区。6处校
区均为无办学资质的擅自办学
行为。

济南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学
生和家长，要选择经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许可的培训学校学
习，并注意以下事项：培训学校

的《办学许可证》或《教学点登
记证》应悬挂在学校招生咨询
处的醒目位置，学校名称、办学
地址、办学内容等应证实相符；
凡不能提供《办学许可证》或

《教学点登记证》的，均属违法
办学。

此外，培训课程、班次、课
时、形式、期限、报名手续、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等应在学校招
生咨询处醒目位置公示。家长
选择培训学校前，应到校进行
实地考察或咨询在该校参加过
培训的学生或家长。建议不参
加跨学期收费、高收费的培训
或培训结束退还高额学费的培
训。

市质监局上半年分四批监督抽查

22批次产品抽查不合格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于
悦） 2015年上半年，济南市质
监局共分四批组织了对工业产
品和消费品（食品相关产品）的监
督抽查。据统计，共对我市373家企
业的679个批次的产品进行了监督
抽查，合格企业数358家，不合格企
业数15家，企业合格率95 . 98%；合
格产品657个批次，不合格22个批

次，产品合格率96 . 76%。不合格产
品和项目主要是中小学教科书

（印刷制品）的纸张定量、采暖散
热器的螺纹精度、学生服的纤维
含量和木家具的甲醛释放量等。
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质量意
识不强，没有进行必要的出厂检
验，以及原材料进货把关不严
等造成的。

北湖年底前开挖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蒋
龙龙） 近日，济南滨河新区建
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宋卫东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接听电话，答复市民询问时表
示，滨河新区三大片区的华山
片区、北湖片区已经进入了全
面建设阶段，“北湖今年年底前
会开挖，北湖公园将力争在两
年内建成。”

据记者了解，随着柳云安
置地块80亩正式启动拆迁，北
湖片区大规模拆迁工作重启。
为了早日开挖北湖，天桥区北
园街道也启动了水园小区北区
的拆迁工作。“目前,北湖核心
区、安置区及连通河道、北湖公
园的规划策划已完成，部分地
块也已开工建设，海尔兄弟乐
园策划方案正在深入研究。”宋
卫东说，北湖今年年底前肯定
会开挖建设，“北湖项目片区开
发建设各项工作已全面展开。”

相关链接

10日，泉城广
场边，两匹小矮马
跟着主人在路边做

“活广告牌”，为一
家餐厅做宣传。近
来，以羊驼为代表
的宠物活广告日渐
火热，颇受孩子们
喜欢。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小马上街
抓眼球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瑞雪） 10日，济南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2015年上半年该局食品监督抽检
第2批结果。此次检出不合格样品
14批次，合格率97.19%。第2批中熟
肉制品、生湿面制品、食用植物油、
白酒4个品种检出了不合格样品，
其中，济南蒿家扒鸡食品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的1批次熏煮香肠（蒿家
香肠）检出了不得检出的苯甲酸。
小麦粉、挂面、蜂蜜各批次检测全
部合格。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对15大类28个品
种2000批次食品进行了抽样检
验。此次公布的第2批完成检测
的食品样品有食用植物油、白

酒、蜂蜜、挂面、小麦粉、熟肉制
品、生湿面制品等共7个品种499
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14批次，
合格率97 . 19%。

其中小麦粉71批次、挂面50
批次、蜂蜜50批次样品检测全部
合格。检测不合格的样品是熟肉
制品101批次，有5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项中滥用防腐剂苯甲酸2

批次，菌落总数超标2批次，大肠
菌群超标1批次；其中济南蒿家
扒鸡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6日产的1批次熏煮香
肠（蒿家香肠）检出了不得检出的
苯甲酸。济南顶好食品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3日产的顶好香肠也检
出了不得检出的苯甲酸。生湿面制
品40批次，在餐饮环节检出1批次

不合格。食用植物油127批次，有7
批次不合格。白酒60批次，在生产
企业检出1批次不合格（有益物质
未达到最低限值）。

济南市食药监局介绍，针对
不合格样品已要求相关县（市）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核查，并
加强风险防控。涉嫌犯罪的移交
公安机关查处。

市食药监局公布上半年抽检第二批结果

蒿蒿家家香香肠肠顶顶好好香香肠肠检检出出苯苯甲甲酸酸

历历下下义义务务兵兵家家庭庭优优待待金金翻翻番番
由原来每年14730元提升至29460元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范
佳 通讯员 夏冬冬 王澎）

记者从历下区人武部了解
到，今年历下区义务兵家庭优
待金由原来每年的14730元涨
到29460元。2015年在历下区报
名参军的大学生有175人，占兵
员征集任务数的76%。

近日，山东师范大学物电学
院光信息工程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李刚（化名），在历下区人武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在历下区人民医
院进行体检,如果一切顺利，9月
底，李刚将正式当兵入伍。

“现在政策这么好，即便在
服役期间没有考上军校，没有
提干，退伍后考研也能加分。历
下区更是从今年开始，每年优
待金翻番，由原来每年14730元
涨到29460元。”李刚如是说。

据了解，今年4月，济南民
政和财政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将济南市2015年度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标准提高到每户14730
元，比2014年度提高了1480元。
时隔几月，历下区再次提高了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如今，高校学生入伍，不仅
享受国家资助学费，而且复学
有保障，可以转专业、优先转本
校国防生，考研加10分、单列计
划录取，专升本实行招生计划
单列，录取比例超过30%。退役
后就业的，除按应届毕业生办
理就业手续、享受专门就业服
务外，各地还拿出政法干警招
录培养计划的20%，专门用于退
役大学生士兵。另外，大学生学
费最高补偿32000元、义务兵两
年津贴13200元、一次性退役金
20000元,共计最高124120元。

此外,历下区人武部和山东
技师学院合作推出了“入伍即
入学”的优惠政策。凡是高中、

中职技校或高职毕业后入伍的新
兵,可在历下区人武部的指导下,
填写山东技师学院报名登记表,
注册山东技师学院正式学籍。

士兵学员退役后需回学校
进行一年的技能学习,免收全部
学费、教材费，可以选择数控加
工技术、电气自动化、汽车检测
与维修等6个专业。培训合格可
以成为高级技师,凡是取得高级
技能(国家三级)执业资格证书
的退役士兵,学院将组织优质企
业来学校选拔录用。

为更好征集高学历青年参
军入伍，历下区人武部先后在
各高校举办在校大学生征集咨
询会12次，受理政策咨询1000
余人次。此外，为了提高高校征
兵工作积极性，历下区政府还
拿出专项经费，每入伍一名大
学生给学校奖励2000元，作为
征兵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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