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山后将建两到三处公办园
学前教育招生制度2013年前将有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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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时时政政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董海蕊) 距离中国第十届
艺术节开幕还有366天，27

日，作为主要承办城市的青
岛举行了倒计时牌揭牌仪
式。到明年10月举办艺术节
前，青岛将改造新建大中小
型剧场9个，创排3台大型剧
目。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将
于2013年10月在青岛举行，
27日，倒计时牌揭牌仪式在
青岛五四广场举行。青岛作
为主要承办城市，将举办

“十艺节”部分奖项的比赛
和十艺节闭幕式。青岛市将
向省“十艺节”筹委会提供9

个专业演出备选剧场，除青
岛大剧院外，新建剧场4个，
为胶州市会展中心剧场、青
岛海泉湾天创演艺剧场、青
岛广电影视剧场、崂山区市
民文化中心剧场，改造扩建
剧场4个，为青岛市人民会
堂、楼山剧院、四方剧院和

青岛大学剧场。
为做好“十艺节”各项

筹备工作，青岛市正在抓紧
创排3台剧目。据了解，青岛
目前正在创排的三台剧目
分别为大型舞剧《东厢记》
(原名惊梦)、青春剧《那年夏
天爱上那片海》(暂定名)和
新编历史京剧《齐王田横》。
青岛市还选拔了42件群众
文化作品分别参加了山东
省备战群星奖作品的初选、
决赛和文化部全国群星奖
作品初选。

今年国庆节和中秋节
假日期间，青岛市还将举办

“十艺节”倒计时国庆中秋
大型群众文艺天天演等系
列群众文化活动。节日期间
全市将举办演出、展览、讲
座等群众文化活动500余场
次。青岛市歌舞剧院有限公
司创编的大型舞剧《东厢
记》也将在节假日期间在青
岛进行首演。

9个剧场3台剧目

迎接“十艺节”

中国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泛的国家级艺术盛会和最重要的国家文化
艺术节日，被誉为“国家文化的奥林匹克”、中国艺术届的

“全运会”，每三年举办一次。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杨林 ) 27日，青岛林业部
门及林业专家对2010—2020

年青岛市县级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进行评审。这也是青
岛市建国来首次摸底林业
资源现状，今后，通过一张
林业资源图就可对林地保
护规划的情况一目了然。

“编制青岛市县级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目的就是合
理地对林业资源进行分区、
分类、分级和分等。”青岛市
林业局副局长高愈琛说，
2011年3月，各区市林业部
门开始着手林业资源的摸
底，林业规划中全部采用高
清晰影像叠加图，相关数据
与专业公司勘测的GPS定
位资料相对照。有的区市还
采用招投标方式，拨出专款
招标由有资质专业公司开
展规划编制工作，采用GPS

定位等多种先进手段进行

外业勘测，提高规划精度。
目前，全市12个区市已按计
划完成了规划文本的编制
并将林业资源现状呈现在
一张图上。

由于《青岛市县级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

年)》仍处于评审阶段。高愈
琛介绍，市南区的林地均为
三级林地保护区域，面积为
424 . 17公顷，公益林为100%，
没有商品林，树种全部为乔
木林，优势树种为黑松、雪
松、水杉、刺槐等。到2 0 2 0

年，市南区林地保有量将增
加到431 . 38公顷。

高愈琛称，通过这次摸
底，在一张图上就能将青岛
的林业资源整个呈现，并实
现集约式管理。对今后五年
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整个生
态绿化和林业园林的规划
建设都起到了全局指导作
用。

一张图掌控

岛城林业资源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珍梅) 27日，青岛市教育
局学前教育处处长李一欧
在线访谈，就建设公办园等
问题回答网友提问。对于浮

山后缺少公办园的问题，李
一欧透露，三年内浮山新区
周围将建两到三处公办或
公办性质幼儿园。另外，2013

年前，青岛将出台新的幼儿
招生政策。

公办园少，公办园难
进，是很多家长面临的难
题。27日，青岛市教育局学
前教育处处长李一欧在线
访谈，根据网友们关心的
问题，李一欧介绍，根据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意见》、《青岛市学前教育

设施布局规划 (2011-2015

年)》及各区(市)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安排，青岛市
及各区(市)政府加大投入，
加快公办园建设。通过优
化布局、建设农村标准化
幼儿园、改革新建小区配
套幼儿园管理办法、完善
公办幼儿园经费支持政策
等措施，扩大公办园的规
模和数量，满足家长选择
公办园的需求。到2015年，
全市公办和公办性质幼儿
园数和在园幼儿数分别达
到幼儿园总数和在园幼儿

总数的75%以上。
对于浮山后片区公办

园少，入托费高的问题。李
一欧坦言，目前浮山后片
区确实存在公办园不足的
问题。市北区区委、区政府
计划，三年内在浮山新区
周边建设两到三处公办或
公办性质的幼儿园。

一些家长还问及公办
幼儿园统一报名、划片就
近入学等问题。李一欧说，
2013年前，青岛市将进行幼
儿园招生制度改革，尽快
研究出台新的招生意见。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蓝娜娜) 随着冷空气到来，
岛城气温将有明显降低，市
民对今冬供热时间等问题
越发关注。27日，青岛市市政
公用局副巡视员李丰伟通
过在线访谈介绍，今冬供热
将于11月16日零时开始，在
此之前，工作人员将随时关
注天气变化，根据天气情况
确定是否需要提前供热。

27日，青岛市市政公用
局副巡视员李丰伟做客青
岛政务网，对网友提出的供
热时间、老城区供热发展情
况、分户计量发展情况等进

行在线答疑。
李丰伟介绍，根据《青

岛市城市供热条例》规定，
青岛市供热开始时间为11

月16日零时。在此之前，工作
人员会继续加强与气象部
门的合作，随时关注天气变
化，根据天气情况适时报告
市政府同意后启动供热。为
了确保今冬供热安全顺利，
目前供热行业已经进入供
热倒计时阶段，各热力公司
正抓紧时间做好工程建设、
用户发展及供热前各项准
备工作。根据统计，市内四
区及崂山区储煤量已达到

50多万吨。
同时，为解决老城区

供热问题，今年市政公用
局积极进行金港供热站二
期、徐家东山等热源建设，
提高供热能力，并配合各
区政府进行老城区换热站
选址、建设工作，争取2012

年底基本解决成片老城区
供热问题。

在线访谈期间，市民对
今年分户计量用户的发展
情况以及收费情况也非常
关注。对此，李丰伟回应
称，今年青岛市将继续按
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对符合条件的新竣工建筑
和完成供热计量节能改造
的既有居住建筑实施供热
计量收费。目前，正在根据
新竣工建筑是否实施供热
的有关情况，落实供热计
量收费小区。在收费方面，
仍按照市物价局2008年241

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分户
计量试行价格分为基本热
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其
中，基本热价为12 . 16元/平
方米使用面积，计量热价为
36 . 25元/吉焦。试行分户计
量的居民用户也可按非分
户计量价格缴纳热费。

今冬仍是“看天供热”
若无剧烈天气变化，将于11月16日零时正式供热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程凌润) 27日，青岛市粮食
局调控储备处处长徐鹏岳
在线访谈时介绍，青岛市
今年夏粮收购突破50万吨，
市区粮食储备可以满足市
民半年的口粮供应，为了
推进科学储粮工作，青岛
市建设了全国首家农户科
学储粮网站。

2 7日，青岛市粮食局
调控储备处处长徐鹏岳
针对科学储粮工作与网
友进行了在线交流。有网

友提出，目前青岛到底有
多少储备粮？能供应全市
人民食用多长时间？徐鹏
岳回答，中国粮食已连续
九年丰收，国内粮食库存
充 裕 ，市 场 粮 价 总 体 平
稳 ，加 之 国 家 的 宏 观 调
控，目前粮价受国际市场
的影响较小。“青岛今年
夏粮收购突破5 0万吨，创
历史新高。”谈及今年的
夏粮收购情况时，徐鹏岳
回答，青岛市按照国务院
关于“产区三个月、销区

六个月”销量的要求，已
经建立了市和区 (市 )两级
地方粮食储备，青岛市市
区的粮食储备能够保证
市民半年的口粮供应。

徐鹏岳介绍，青岛市自
2011年启动农户科学储粮专
项试点工作以来，已为平
度、莱西、胶南3个试点市的
10个镇48个村6000户农民配
置了小粮仓，小粮仓所需资
金大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
府补助，农户自筹80元即可
购买1个容量1000公斤的小

粮仓，还能享受储粮技术服
务。今年，青岛市粮食局计
划再建设6000个小粮仓，并
逐步向全市推广，以满足农
民的购置要求。

据了解，为了给农民提
供科学储粮技术服务，青岛
市粮食局经过4个月的筹
备，于8月23日正式上线了全
国第一家农户科学储粮网
站——— 青岛农户科学储粮
网(www.qdnhkxcl.com)，网站
共有政策信息、粮油市场信
息、储粮知识等八个版块。

青岛建国内首个储粮网
夏粮又是大丰收，市区粮食储备市民可吃半年

老老游游戏戏回回校校园园
2277日日，，四四方方小小学学校校园园里里，，学学生生在在玩玩跳跳房房

子子、、滚滚铁铁圈圈、、翻翻花花绳绳等等老老游游戏戏。。对对于于这这些些游游
戏戏，，学学生生表表现现出出很很大大的的兴兴趣趣。。学学校校副副校校长长王王
彬彬说说，，为为丰丰富富体体育育项项目目，，让让学学生生积积极极参参加加体体
育育活活动动，，学学校校专专门门开开辟辟健健体体街街，，设设置置了了1100多多
种种老老游游戏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珍珍梅梅 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为营造一个健康、安
全、有序的消费环境，确保
国庆节、中秋节期间良好的
市场秩序，胶州市工商局利
用节前一个月的时间，以月
饼、水产品、粮食、禽蛋、酒
类、糕点、饮料、旅游食品等

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节日热销食品为重点
对象，集中开展“双节”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维护节日食
品市场经营秩序，取得了良
好成效。

(潘恩海)

胶州工商节前全面检查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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