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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5日讯 (通讯员
邢欣 记者 赵波) “咦，动车
上有免费的《齐鲁晚报》看了？”
这是15日青岛始发京沪高铁乘
客上车落座后的第一反应。1 5

日，《齐鲁晚报》第一天登上京
沪高铁，引来上千名乘客热读，
不少乘客对本报报道评头论足
的同时，也赞叹高铁服务周到。

《齐鲁晚报》15日起全面登
陆京沪高铁，覆盖多达三分之
一的高铁车次，其中济、青、京、
津、沪五地间动车上的乘客都

能免费读到。1 5日乘坐动车的
乘客免费看到《齐鲁晚报》都惊
喜不已，不少乘客还是《齐鲁晚
报》的忠实读者，“车上《齐鲁晚
报》不能免费吧，我记得只有坐
飞机才有这种待遇。”乘客张先
生刚开始不信，直到从乘务员
口中得到确认。

春运对于长途跋涉的旅客
一直是一件苦闷的事，今年《齐
鲁晚报》登上高铁后将陪乘客
进京入沪，在旅途中为乘客排
解 烦 闷 。《 齐 鲁 晚 报 》创 刊 于

1988年1月1日，目前是山东省发
行最大、广告效果最佳、社会影
响力最广泛的都市报，日发行
量 1 7 0万份，全国排名第三，世
界排名第 2 2位，全省 1 7市高密
度覆盖，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
力。其中随之发行的《今日青
岛》版块是《齐鲁晚报》的青岛
地方版，2007年11月19日创刊，
随《齐鲁晚报》发行，目前日发
行量10余万份，日出版16个版。

《今日青岛》坚持“全心全意为
青岛人民服务”的办报宗旨，经

过四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岛城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
白领阶层的主流读物之一。

京沪高铁自今年6月30日正
式运营，纵贯北京、天津、上海三
大直辖市和河北、山东、安徽、江
苏四省，每天运送旅客数以万计，
而青岛作为始发站，客流量一直
也比较大，高铁途经山东省内胶
济线上潍坊、淄博、济南转到京沪
高铁线，北上天津、北京，南下上
海，纵贯南北经济带，辐射影响力
广泛，但高铁上一直没有一份影

响力大、知名度与之相匹配的报
纸供乘客阅览，经《齐鲁晚报》与
济南铁路局多次协商，决定自12

月15日开始《齐鲁晚报》作为独家
报纸媒体登上高铁，自青岛始
发所有高铁列车的一等座及商
务座每座赠阅一份，乘客可免
费阅览。考虑到京沪高铁运行
时间较长，与一般的快餐读物
相比，高铁读物一般适合深读。

《齐鲁晚报》作为唯一的青岛始
发高铁车载报纸类读物，阅读
效果会进一步增强。

首日上高铁受乘客好评

齐鲁晚报成旅途“精神大餐”

2015年，5人中将有1个老人
老龄比例逼近20%，青岛“十二五”探讨为80岁以上老人发补贴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青
岛市城市老年空巢家庭比例
已达 6 6 %，农村老年空巢家
庭比例高达 7 0 %，空巢老年
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
题对社会化养老服务提出了
新要求。

“十二五”期间，青岛将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居家养
老服务网络。到2015年，青岛

市街道、镇普遍建有老年人
服务中心，城市社区和农村
中心社区普遍建有日间照料
中心或老年人娱乐室，在老
年人家中设立养老互助点
4 0 0 0个，享受政府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的困难老年人达到
10000人；全市城乡各类养老
床位数占老年人的比例达到
3%以上；到2015年，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到80%以上，其中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90%以上；全市老年大学达到
20所以上，各区(市)至少建有
1所老年大学，街道 (镇 )全部
建有老年学校，60%以上的社
区 (村 )开办老年学校或老年
课堂，全市老年人入学率不
低于老年人口的15%。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珍梅 )
15日，记者从青岛市教育局了解到，青岛
将要成立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
目前学校硬件、软件设施已经基本具备。
学校将于2 0 1 2年秋季开始正式招生，办
学规模三年内逐步达到1200人。

据了解，青岛上戏艺术学校由青岛
海西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戏剧学院
合作举办，学校办学层次为中等学历职
业教育，办学地址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沙滩路699号，是开发区唯一一所
实施全日制艺术教育的民办职业学校。

记者从黄岛区教体局了解到，学校
筹备建设已有半年之久。自2 0 1 0年1 0月
以来，上海戏剧学院相关负责人多次来
黄岛实地考察。在充分论证、务实合作、
真诚互信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在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举办一所面向全国
招生的“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的
初步意向。今年3月7日，双方在黄岛区举
行了签约仪式。如今，学校的硬件、软件
设施已经基本具备，将于明年秋季开始
招生。

黄岛区教体局民管处一位负责人介
绍，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建成后，
上海戏剧学院将会派出部分优秀教师，
给予教学支持。

上戏在青建艺校
定址黄岛，

明年秋季开始招生

15日，青岛发布
“十二五”老龄事业发
展规划，到2015年末，
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
约160万，老龄化程度
高达19 . 3%。其中80岁
及以上人口约25万，
占老年人口的15 . 6%。
青岛市将进一步提高
老年人的福利待遇水
平，重点解决老年人
空巢问题。

据了解，截至“十一五”
末，青岛全市企业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177 . 1万人，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含地方新农保)参
保人员132 . 1万人。青岛市83万
多农村老年人中有37 . 1万老
年人已领取养老金，但还有近
50万人没有参加社会基本养
老保险，部分已参保的老年人

基本养老金数额较低，生活仍
然比较困难。

“十二五”期间，青岛市将
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断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参保
缴费人数达到195万人。稳步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
平。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实现全覆盖，参保人

数达到240万人，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全部享受社会养老
保险待遇。医疗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达到70%；新农合
筹资水平提高到农民年人均
纯收入的3%左右，最高支付限
额提高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的8倍以上，参合率持续稳定
在99%以上。

目前，青岛市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1561元，

“十二五”期间，青岛市将完善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
制度，将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

“十一五”末，有 3 5 5 5 5

人每人每月领取 6 0 元农村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十二五”期间，青岛市农村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月 1 0 0 元。全面
落实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制度，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家庭特别扶助标准分别
提高到每人每月1 8 0元、2 0 0

元。建立健全高龄老人津贴
制度，逐步扩大发放范围，
提高发放标准，探讨建立为
8 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发放
养老补贴制度。

建4000个养老互助点

80岁以上老人或发养老补贴

参保人数达240万人

11日，“东方红·中国经济与资本市
场沙龙”第六次讨论会在北京大学成功
举办。该沙龙由国内首家券商系资产管
理公司——— 东方红资产管理与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联合主办，邀请了学
界、业界等各方共同就“2012年中国经济
与资本市场展望”展开讨论。

东方红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高义博
士在做主题发言时指出，A股市场目前
整体滚动估值PE为12 . 4倍，接近2008年
最低11 . 86倍的估值；PB为2倍，接近2008

年水平，从估值分布的概率角度看，市场
无疑是处在底部区域。

高义博士说，他预计经济可能在
2012年1-2季度见底回升，政策已经转向
预调微调和“稳增长”导向。在此背景下，
尽管A股市场拐点出现的具体时点很难
判断，但若各种因素均向有利方向转变，
在未来1-2个季度，市场出现中期性向上
拐点的可能性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沪深两市不断
破位下行，市场调整已较为充分，在此背
景下，一些新发产品将有望迎来建仓机
遇期。如正在推广的东方红8号双向策略
集合管理计划将于1 2月2 3日结束发行，
转入建仓期。东方红8号引入股指期货来
部分对冲市场下行风险，提升安全垫；并
同时约定，只有当产品年化收益率达到
6%时，管理人才能提取业绩报酬。

着眼2012年经济形势

“东方红沙龙”

第六次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社工在陪老人散
心。(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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