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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山东体彩的爱
心助学活动都会走近贫困学
子身边，为他们送去爱心和关
怀，而一个个学子的圆梦故
事，也总会给人带来无数感
动。

今年，山东体彩连续第11
年开展“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
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将
为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生每
人提供5000元助学金，60万元
助学金倾情帮助优秀寒门学
子圆梦大学。

今年的活动由山东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举办，活动采
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者登
录 “ 山 东 体 彩 网 ”
(www.sdticai.com)进入“情系革
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
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
平台进行报名，报名时间为
2018年7月6日-8月14日。

本次活动的报名条件为：
报名者须为山东籍户口；家庭
贫困、学习刻苦、积极进取、品
行端正；参加2018年夏季高考，
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且被专科(含)以
上院校录取。符合报名条件的
考生，可以登录网上报名平台
进行报名，报名时需提供本人
身份证、户口本、大学录取通
知书、贫困证明等相关材料的
电子版。

慈善没有终点，公益贵在
坚持。自2008年开始，山东体彩
每年都开展“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

动，今年是第11年。前10年，山
东体彩已出资430万元，资助了
122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迈
入大学校园，让他们拥有了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
很多人已经陆续地在各个岗
位上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今年，山东体彩再
度出资60万元，资助总额达到
490万元，将总共捐助1340名寒
门学子圆梦大学。

情满助学路，体彩一路为
爱护航。“情系革命老区 关
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也
只是山东体彩公益助学的一
个缩影。多年来，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的足迹越来越广：连续
4年开展的“公益体彩 快乐
校园”活动累计为全省400多所
学校捐赠了640多万元的体育
器材和图书；每年开展“六一”

爱心助学活动，为学校捐赠体
育器材和学习用品；关爱孤独
症儿童，连续多年为孤独症孩
子们送去学习用品等。

不止于此，作为公益事业
的践行者，山东体彩一直致力
于回报社会。截至目前，山东
体彩共筹集体彩公益金336亿
元，广泛用于扶贫、助学、济
困、赈灾、全民健身、社会保
障、残疾人事业、城镇和农村
医疗救助等多项社会公益事
业，源源不断地将爱心传递到
社会的每个角落。

今后，山东体彩将会一如
既往地热心公益事业、搭建爱
心平台，将我们对公益事业的
使命感、责任感，传递给更多
的爱心企业、人士，一起加入
到这场爱心行动中来，用爱心
和温暖，照亮孩子们的前程。

60万助学金资助120名贫困大学新生

山山东东体体彩彩爱爱心心助助学学再再启启航航

为了帮助更多家庭贫困
的优秀学子顺利迈入大学校
门，山东体彩于2018年连续
第11年开展“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
活动。本次活动由山东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大众网联
合举办，将在全省范围内共
捐助120名贫困大学新生，每
人捐赠助学金5000元，总额
60万元。

报名时间：
2018年7月6日—8月14日

报名条件：
1、山东籍户口；
2、家庭贫困；
3、参加2018年夏季高考，高
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
院校录取的2018年高中毕业
生；
4、学习刻苦、积极进取、品行
端正。

报名方式：
登 录“ 山 东 体 彩 网 ”

(www.sdticai.com)进入“情系
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
报名平台进行报名。

报名要求：
1 .报名学生须在“情系

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
报名平台提交填写完整的报
名资料。

2 .报名学生须在“情系
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
报名平台按要求提交本人相
关材料的电子版：(1)本人身
份证(双面)；(2)户口本(索引
页及本人信息页)；(3)大学录
取通知书(若未收到录取通
知书，须提供录取证明)；(4)
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村委
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贫
困证明(加盖公章)。

3 .凡提交信息、资料不
全或不属实，均视为无效申
请。

咨询电话：0 5 3 1-8205 3 0 1 8
受助学生名单公布渠道：山
东体彩网。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

22001188年年山山东东体体彩彩爱爱心心助助学学
活活动动报报名名细细则则

烟台正式出台《深化市区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意见》

启启动动建建设设天天然然气气环环城城高高压压管管线线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梁莹
莹) 为进一步加快烟台市区
融合发展步伐，完善城市功能、
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7月31日，烟台正式出台《深化
市区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市区
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8月2日，
烟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就《意见》相关
情况进行了说明。

发布会现场，烟台市住建
局工委副书记孙友宾介绍说，
多年来，市区两级分级负责为
主导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在
城市建设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体制不
灵活、机制不高效、制度不完善
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城市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
展。自6月份以来，由市委改革
办牵头，市规划、住建、城管、国
土、编办等部门对市区规划建
设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调整，形成了《关于深

化市区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的意见》。

那么《意见》有哪些亮点
呢？孙友宾说，市区城市规划实
行市级集中统一管理，规划编
制权和监督权在市级，实施权
和管理权在区级。芝罘区、福山
区、莱山区、牟平区规划分局现
有管理体制不变。组建市规划
局高新区分局，调整开发区规
划分局的管理体制。各规划分
局为市规划局派出机构，实行
市规划局与区政府(管委)双重
管理、以市规划局管理为主的
体制，人、财、物和规划业务工
作由市规划局为主管理。

《意见》提到，明确规划编
制主体责任。市级本着“控重放
次”原则，主要负责组织城市战
略规划、总体规划、专项(专业)
规划、近期建设规划等全局性、
战略性上位规划以及总体城市
设计的编制。区级主要负责组
织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镇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等细化
性、实施性下位规划以及区段、
地块和专项城市设计的编制。

优化规划审批决策机制。
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
体研究、社会监督”的规划审批
决策机制。市级本着“控大放

小”原则，主要负责规划成果的
审查、审批，沿山沿河沿海等生
态敏感区、市级重要功能区、城
市出入口周边等重点区域以及
跨区基础设施、主要道路两侧
大型公共建筑等重大工程的审
批。区级主要负责报市级决策
项目的初审及区级负责的规划
和项目审查、审批，修建性详细
规划和重点区域、重点项目之
外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

强化规划实施的行业监管。
明确规划批后管理的业务职能
和机构设置，规划部门牵头负责
对市区建设项目自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发放到竣工规划核实
为止全过程的监督检查。

健全建设管理体制。明确
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安全监管
的业务职能和机构设置。市级
负责市政府投资(含政府主导
的投融资平台投资)建设工程
项目的施工许可、招标投标、质
量监督、安全监管、竣工验收备
案等管理；区级负责辖区内其
他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明确
房地产开发管理权限，将市区
范围内房地产开发项目纳入市
级管理，由市区房地产开发领
导小组研究审定后实施。市区
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房屋装

饰装修监管等职责下放至区级
负责。

《意见》还提到，加快市区
一体化发展。推进市区交通体
系建设，建立“互联互通、共建
共享”的市政服务体系，组建统
一管理、法人治理、运转高效、
服务规范的供水集团公司，启
动建设市区天然气环城高压管
线，统一规划跨区雨污水管网
布局，推动管网融合互通。加强
市区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特
许经营权到期后及时收回市级
统一运营。统筹市区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2020年底前实现市
区生活垃圾全部焚烧处理。

为确保本次体制改革尽快
落地实施，《意见》还对加强组
织领导、严肃各项纪律等工作
进行了安排。

头条链接

烟台将建立“大城管”

工作机制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深化市区规划建设管理体
制改革意见》提到，建立“大城
管”工作机制。成立由市委、市
政府相关领导，市直相关部门
和各区党委、政府负责人组成

的市城市管理工作委员会，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市
城管执法局 )，定期召开办公
会，研究城市管理工作。

厘清市区城市管理职责。市
级主要负责芝罘区、莱山区建成
区主次干道、跨区主干道及附属
设施，大型公园广场和部分主干
道路绿化、广告，市级污水污泥
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运营、管理，环境卫生、园林
绿化、数字化城管和供水、供暖、
供气等行业管理。其他市政设
施、环卫保洁、绿化管理、清雪防
滑等管理事项按属地管理原则
由各区负责。

进一步完善土地经营机
制。将市区范围内除旧村改造
项目以外的住宅、商服用地经
营纳入市级统筹，由市国土资
源局按照总体规划和建设布局
需求，制定年度重点开发计划，
经市区房地产开发领导小组研
究审定后组织实施。芝罘区、莱
山区维持现行体制不变，由市
级出资、区级负责整理，市级根
据土地整理进度给予奖励；其
他各区土地收储、整理由区级
负责，出让后按土地成交价市、
区3:7的比例分成。

本报记者 梁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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