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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为增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纪
律意识、规矩意识，营造浓厚的廉
政文化氛围，济南市市中区纪委
监委着力打造“三个阵地”，筑牢
廉政宣教工作抓手，不推动工作
向纵深发展。

一是打造“总阵地”，廉政文
化建设有底气。充分发挥廉政文
化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引领教
化作用，打造全市首家区级廉政
教育基地，通过有计划、分层次的
组织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接受现
场教育。截至目前，市中区及全市
100多家单位到基地开展活动，教
育党员干部7600余人次。

二是打造基层“微阵地”，廉
政文化建设接地气。各街道深挖
辖区优势资源，突出街道特色打
造一批廉政文化宣教专门活动场
所，其中舜耕街道打造舜华廉政
文化广场、舜玉路街道“舜韵荷

风”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室、魏家庄
街道党员政治生活馆、大观园街
道社区习德倡廉文化苑等，因地
制宜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活动，推
动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干部群众。

三是扩展媒体“新阵地”，廉
政文化建设聚人气。将全媒体融
合运用作为宣传廉政文化的重要
抓手，通过“报纸、网站、微信公众
号、电子展示屏”等平台，利用

“声、像、图、文、影”多种形式宣传
廉政文化。“济南市中清风”公众
号每周五天定时推送政策解读、
案例剖析及廉政资讯，中秋、春
节等重要节点及时刊发廉政提
醒；区纪委监委去年 9月制作廉
政公益广告，在全区各级机关办
公场所、办事大厅进行集中播
放，让党员干部群众在欣赏视频
之余有所思、有所悟。 (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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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部：85196192 85196239

专刊策划中心：85193072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6379

健康民政新闻事业部：85193749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145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全媒体中心：85196380

文旅全媒体中心：85196613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视频中心：82625465

互联网与科技事业部：85196382

大数据运营中心：85193193

数字营销事业部：85193144

新媒体产品营销中心：85196153

战略合作事业中心：82625446

企业全媒体事业部：85193858

音频事业部：85193623

智库产品运营部：85196280

品牌运营中心：82625474

社群服务中心：85193700

齐鲁志愿服务中心：85193041

截至1月22日12时，栖霞金
矿事故救援进展情况如下：

应急救援指挥部对救援队
伍、装备等进一步优化调整，现
场共有15支专业救援队伍和1支
消防救援队伍，救援人员569人，
救援装备381台套。

生命维护监测通道、生命救
援通道、排水保障通道和辅助探
测通道等各条通道稳步推进。其
中，1号钻孔持续进行生命探测，
暂未发现生命迹象；3号钻孔固
井止水作业完毕；4号钻孔接通
电源实现井底照明，并保持联络
和给养输送畅通。

5中段井下10名矿工身体状
况、心理状况、生存环境良好。矿
工不断通过激光笔投射、喇叭喊
话等方式搜寻其他被困人员，1
号钻孔持续下放生命探测设备，
尚未收到来自6中段及其他地方
失联人员信息。只要有一线希

望，就绝不放弃努力，应急救援
指挥部将把搜寻工作持续至最
后一刻。

据权威救援专家介绍，此次
事故救援面临矿井深、岩石硬、
清障难等“难题”，贯通救援难度
前所未有。一是矿井深。矿井有
人的5中段和6中段分别深达
586 . 8米、637米。二是岩石硬。
金矿地质大多为花岗岩，打钻难
度非常大。三是清障难。竖井井
筒内供电、供风排水管路、通信
线缆等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堵
塞严重，专家预计竖井堵塞处越
往下可能堆积得越实，作业难度
会进一步加大。

专家认为，井下矿工升井最
大希望是竖井完成清障。在应急
救援指挥部指挥下，救援人员正
日夜奋战，竭尽全力提高井筒清
障作业效率，争取早日实现井筒
贯通。 据大众日报客户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1月22日
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2020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在
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省金融系
统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统筹做
好金融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在自身主要指标持
续向好的同时，为全省经济逆势
上扬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融资实现“总量扩、结
构优、价格降”，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水。社会融资规
模大幅增加。初步统计，截至2020
年末，全省社会融资规模达到
15 . 2万亿元，同比增长14 .5%，增
幅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全年社
会融资净增19997 . 98亿元，同比
多增6167 . 3亿元；全省本外币贷
款余额增加1 . 16万亿元，同比多
增3405 . 6亿元。新增融资更多流
向实体经济。2020年全省制造业
中长期、普惠口径小微、涉农等
领域贷款分别同比多增665 . 8亿
元、1153 . 6亿元、1795 . 9亿元。融
资成本持续下降。2020年12月份，
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为
4.67%，同比下降0.49个百分点。

在创新政策、补齐短板上集
中发力，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先后
制定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项
目开工建设、贷款资金接续、促

“六稳”“六保”等系列政策措施。
全面落实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
币政策工具等国家政策，2020年
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970亿

元；为市场主体办理贷款本息延
期5113亿元。在全国首创企业金
融辅导员制度，初步建立省市县
三级金融辅导体系，为1 . 4万余
户企业解决融资3738 . 6亿元。

全面加强企业上市培育。省
政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上交所资本市
场服务山东基地落地济南，科创
板企业培育中心在全国率先揭
牌。上市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2020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29
家，较上年增长61%，截至2020
年末，全省已核准、已过会公司
达24家，在审企业32家，辅导企
业105家，均创近年来新高。

金融改革取得新进展，地方
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完善。恒丰银
行改革重组成效显著，2020年营
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长50%、
920%，增速在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中排名第一。临沂市普惠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
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个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试验区；济南市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申建工作
进展顺利。机构引进培育取得重
要进展。近年来中国证监会首家
颁发期货牌照公司——— 山东港
信期货，我省首家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兴华基金，以及江北首家
城商行理财子公司——— 青银理
财等先后落地，东明石化集团财
务公司获批筹建。

长期累积风险得到积极有
序化解。2020年全省处置不良贷
款2566 . 8亿元；“十三五”期间
累计处置10987 . 67亿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孟蕾

加大查处力度
持续规范巡游车市场

2020年，济南市交通运输
局深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治
理，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
处力度，落实企业主体经营责任，
提升驾驶员服务水平，对出租汽
车企业服务质量和驾驶员多次违
规行为进行全行业通报，通过表
彰先进、曝光落后，为市民提供安
全、便利、舒适的出行环境。

企业间平均投诉量差异较
大。2020年济南市主城区巡游
出租汽车行业共受理投诉7006
起，每万乘次平均投诉量为
1 . 75件，企业间万乘次平均投
诉量差异较大，平均投诉量最
高的企业为最低企业的32倍。
另外，个体车辆每万乘次平均
投诉量为4 . 95件。行业投诉量
最低的三家企业为：三和、康
达、鑫达通等公司，全年投诉量
为5件、19件和35件，万乘次投
诉量为0 . 11、0 . 45、0 . 75。

截至2020年底，巡游出租
车行业共有9名驾驶员因违规
行为被行政处罚2次。主要违规

行为有：多收费8起、不按规定
使用计价器4起、绕道多收费3
起、绕路2起、拒载1起。

截至2020年底，行业共收
到433次乘客表扬，涉及车辆
361辆，被表扬原因主要有热情
服务、好人好事、拾金不昧等，
31辆车受到乘客两次及以上表
扬，三和公司鲁AT5603驾驶员
王启亮、黄玉英两位师傅被表
扬次数多达6次，三和公司共计
10辆车被表扬次数达到2次，占
公司车辆的10 . 87%，31辆出租
车被乘客表扬2次及以上。

持续强化提升机场客运秩
序。济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机场大队围绕机场这
一城市窗口客运整治难点，全
面梳理机场存在的“黄牛”“黑
车”乱象，确定了“两个规范”

“四个严打”的工作重点，2020
年，在济南机场共查扣“黑车”
426部，配合移送公安机关行政
拘留5人、刑事立案1起。

约谈网约车平台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针对目前网约车市场存在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
题，1月21日，济南市城乡交通
运输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市公

安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
局、市审批局等单位，对滴滴出
行、阳光出行和曹操出行等三
家公司进行约谈。

通报了网约车市场目前存
在的重点问题，如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不到位，普遍存在对不
合规车辆派单行为；以乘客为
本的服务理念有明显缺失，没
有按照规定履行承运人保险义
务；平台派单存在歧视性，对巡
游车线上接单的明码标价不准
确，普通巡游车没有预估价，恶
劣天气的加价幅度没有提前公
示7天以上，未按规定实现全部
实时数据接入本地公安机关和
交通主管部门等。

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要坚决
履行承运人责任，坚守四条底线
即坚守安全运营、合法合规经营、
坚守疫情防控和坚守行业稳定底
线，保障乘客合法权益。要及时整
改几个问题，停止对不合规车辆
的派单、清理平台上的不合规车
辆、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要求驾驶
员落实疫情防护的各项要求，停
止违规广告的投放，停止低价倾
销等违法行为。

春运即将开始，济南市交
通运输局将进一步加大对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车辆的稽
查力度。

约谈滴滴等平台
清理不合规车辆

济南整治出租车乱象

2020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29家
多项全国首创落地，山东金融交出亮眼成绩单

5中段井下10名矿工状况良好
通过喇叭喊话等方式搜寻其他人员

按照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去年以来济南市交
通运输局重点加大出租汽车专项整治工作，集中力量，重拳
出击，持续加大“三站一场”等重点区域整治力度，累计处理
出租汽车拒载、绕道、议价等侵害乘客权益的违法行为1383
起，出动执法人员3400余人次，查扣黑车525台次（其中，非
法网约车198台），同时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约谈，专项整治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被行政处罚2次及以上

巡游出租车驾驶员

车号 公司 姓名 违规内容

鲁AT0437 永昌 陈*伟 绕道

鲁AD59699 金海岸郭*伟 绕道多收费

鲁AT9996 五洋 李*忠 多收费

鲁AT2949 天龙 李*全
不使用计价器、

多收费

鲁AT9681 大众 穆*森 绕道多收费

鲁AT1196 鲁能 庞*辉
多收费、未按规

定使用计价器

鲁AF33120 汇元 孙*山
不使用计价器、

多收费

鲁AT3153 汇元 王*严
多收费、未按规

定使用计价器

鲁AT2152 润华 于*帅 多收费、拒载

鲁AF35772 通达 于*帅 多收费、拒载

公司 车牌号 被表扬次数 表扬内容

三和 鲁AT5603 6 拾金不昧 好人好事 热情服务

汇元 鲁AF02713 3 热情服务

汇元 鲁AF06997 3 热情服务

被表扬3次及以上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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