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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实习生 王珊

支持养老机构
设门诊医务室

养老服务设施是养老服务发展的基
础。《条例》从设施用地、配建标准、设施建
设、设施移交等方面明确了部门职责，细
化了工作程序。

《条例》规定，新建城镇居住区按照每
一百户不低于二十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
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已建成的城镇居住
区未配套建设或者建设的配套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所在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新建、改建、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配置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
当建立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评
估制度，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情

况、身体状况、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评估，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医疗保障部门应当支持养老机构设
立老年医院、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等
医疗机构或者在其内部设置门诊部、医务
室、护理站等医疗卫生服务场所，将符合
条件的医疗机构和服务场所纳入医保定
点范围；养老服务组织聘用的医护人员，
在职称评定、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与医疗
机构同类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养老机构虐待遗弃老人
最高可罚10万

《条例》还提出了诸多扶持保障措施，
如享受税收优惠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
政策；符合条件的，可给予建设运营补贴。
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照居
民生活类价格标准收费;安装、使用和维
护固定电话、有线（数字）电视、宽带互联

网，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减免收费。
《条例》还提出，老年人患病住院期

间，子女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其护理照料老
年人，给予适当陪护时间。

《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从事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的组织未按照规定的标准提
供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
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还规定，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
理人订立养老服务合同的；未按照国家和
省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开展服务的；暂
停、终止养老服务时未妥善安置入住老年
人的；有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老年人或
者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养老
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关部门可以
中止或者取消扶持、优惠待遇。

26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表决通过《山东省医疗废物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到同一医疗卫生机构
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间隔时间不得超
过四十八小时；传染病疫情期间，到同
一医疗卫生机构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
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医疗废物贮存、处置场所，应当远
离居住区、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公安
司法监管场所、商场、宾馆、水源保护区
和交通干道，与工厂、企业等工作场所
保持适当的安全防护距离。

传染病疫情期间，商场超市、宾馆、
酒店、住宅小区等要设置专门收集防护
用品废弃物的设施，并张贴明确标识，
引导群众定点投放防护用品。

在传染病疫情期间，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单位应当在医疗废物运抵规定处
置场所十二小时内采取焚烧等方式处
理，并确保处置效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实习生 王珊

26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人才发展
促进条例》。

《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
其他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可根据需要设
置特设岗位或者流动岗位，采取直接考
核的方式引进急需紧缺的专业人才。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按照分类评价
标准，完善社会和行业认可的职称评审
方式，突出用人单位在职称评审中的主
导作用，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人才申报参加职称评审渠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通过新建、购
买、租赁人才公寓以及发放住房补贴等
形式，解决人才居住需求。市人民政府应
当定期组织人才交流活动，简化引进手
续，落实优惠政策。 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 范佳 实习生 王珊

本报济南3月26日讯（记者 朱贵银）
26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九大改

革攻坚行动”系列发布会第二场，解读《济
青烟国际招商产业园建设行动方案（2020
-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

今年是济青烟国际招商产业园建设
开局之年。记者了解到，产业园首批组建
了45个“雁阵形”产业集群和60家领军企
业培育库，有7个集群入选全国首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十
强”产业初步建链成群、实现全面起势。

省发改委主任周连华会上介绍，济
南、青岛、烟台三市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的三个“核心”，也是三个主

“引擎”。“确定 5年内，在济青烟推出
104 . 3平方公里的优质产业净地，可以满
足不同规模的项目随时落地、开工建设。

其中，济南市37平方公里，青岛市
37 . 3平方公里，烟台市30平方公里。今年
首批即可整备推出25平方公里左右。总的
目标是，用5年时间，九大产业集聚区落地
超过200个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项
目，集群总规模接近10000亿元。”

园区将重点布局建设一批5G、物联
网、云服务等新基建项目，争取国家专项
债券、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支持。集中开工
一批重大项目，提速推动与世界500强在
谈重大项目落地。

建立招商载体资源库、项目资源库、
客户库及目标企业库，实施靶向精准招
商。今年济南、青岛、烟台3市至少各新落
地1个世界500企业、2个引擎性项目。

国际招商园区还将培育一批具有“政
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功能的新型研发
机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盯，一个集群
一个集群地抓，加快构建形成“领军企业
+产业集群+特色园区”的推进态势和“项
目支撑+政策保障”的运行机制。

我省首部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5月1日起施行

老人住院，子女单位应给陪护时间
疫情期运抵医疗废物

须在12小时内处理

高校可直接考核

引进急缺人才

济青烟国际招商产业园打造九大产业聚集区

五年内推出百平方公里优质产业净地

3月26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养
老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省第一部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自
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有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老年人等行为的
养老机构，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施日期：2020年5月1日起
主要内容：
●新建城镇居住区按照每百户
不低于二十平方米的标准配套
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已建成的城镇居住区未配套
或者配套养老服务设施不合规
的，应通过新建、改建、购置、置
换、租赁等配置养老服务设施。
●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子女所
在单位应当支持其护理照料老
年人，给予适当陪护时间。
●有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老年
人或者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
益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能危
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施日期：自公布之日
主要内容：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
位到同一医疗卫生机构
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
间隔时间不得超过四十
八小时。
●传染病疫情期间，到
同一医疗卫生机构收
集、运送医疗废物的间
隔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
小时。
●在传染病疫情期间，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应当在医疗废物运抵规
定处置场所十二小时内
采取焚烧等方式处理，
并确保处置效果。

实施日期：6月1日起
主要内容：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可以根据
工作需要设置特设岗位或者流
动岗位，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引
进急需紧缺的专业人才。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按照分类
评价标准，完善社会和行业认可
的职称评审方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
新建、购买、租赁人才公寓以及
发放住房补贴等形式，多渠道解
决人才居住需求。
●同时，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应当定期组织人才交流活动，简
化引进手续，落实优惠政策，为
省外人才到
本省工作创
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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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园区

重点布局绿色建设、智能制造、
整车整机及氢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三
大产业聚集区。

产业净地37平方公里。

青岛园区

重点布局数字科技与智能制造、新
能源汽车、智能家电三大产业集聚区。

产业净地37 . 3平方公里。

烟台园区

重点布局高端化工新材料、海
洋生物与医养健康、高端装备制造
三个产业集聚区。

产业净地30平方公里。

产业园布局

3月25日，一篇标题为《山东省最新
开学时间初步确定，各中小学和高校的
时间是……》的文章在网络上传阅，文章
称，山东初步确定高三、初三的开学时间
为4月7日。对此，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第一时间向山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
进行确认，对方明确称，上述内容不实。

3月26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安排的说明》，称近日
社会及网络上流传的山东省确定开学返
校时间的各种消息，均属不实传言。

根据说明，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积极向好，但依然复杂，特别是境外
输入风险增大。为保证广大师生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全省教育系统正全力以
赴统筹做好。开学条件核验合格是学校
开学的重要前提。目前，各级教育、卫生
健康、市场监管部门正联合开展学校开
学条件核验，核验不合格不得开学。

省教育厅称，我省各级各类学校春
季学期开学返校时间和安排，待审慎研
究确定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为学
校、教师、家长、学生留出充足准备时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高三初三4月7日开学？
省教育厅辟谣：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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