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内新增养老床位 2500 张
日照民政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工作目标，将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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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3 日讯(记者
彭彦伟) 3 月 1 日，记者从日
照市 2013 年度民政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3 年日照市将计划
新增养老床位 2500 张，将开展
城乡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试点，试点单位救助封
顶线提高到每人每年 3 万元。

据了解，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是2013年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重点项目。加快建立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出台政策鼓
励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服务机
构，确保年内全市新增养老床
位2500张；完善城镇“三无”人
员生活保障制度，将散居的城
镇“三无”人员按不低于城市
低保标准的150%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

年内在40%城市社区和
20%农村社区设立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完善孤儿保障

制度，将艾滋病病毒感染儿
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
境儿童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范围，提高孤儿最低养育
标准，集中养护和分散养护
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200元和
720元。

慈善超市建设争取突破
40家，在2-3家大型企业设立
慈善分会。强化善款劝募力
度，开展小额冠名基金设立活

动。科学规划救助项目，规范
救助程序，切实做好慈善救助
工作。

在全市培育2-3个设施条
件好，管理服务优的敬老院典
型并推广，进一步提高农村五
保供养服务水平。逐步提升医
疗救助效能，资金结余率不超
过当年筹资总额的15%，政策
范围内自付医疗费用救助比
例达到55%以上。开展城乡困

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试点，试点单位救助封顶线提
高到每人每年3万元。

2013年将加大对城乡困
难群众临时救助力度，对符合
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临时生
活困难和临时医疗困难及时
给予500-3000元不等的临时救
助；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大
学新生给予3000-4000元一次
性入学救助。扎实推动600余

户城乡特困家庭帮扶活动向
纵深开展，确保基本生活得到
有效保障。

年内力争完成市殡仪馆
迁建工作，深入开展殡改示范
单位创建活动，积极推进农村
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建设试
点工程，努力推动殡葬惠民政
策全覆盖，力争年内完成岚山
区、莒县、五莲县婚姻登记处
创建目标。

13 项重点工程打造宜居日照
2013 年日照市城建计划出炉，日照机场要完成地上附着物清理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本报通讯员 刘瑶

■日照机场

建设外围排水防汛设施

日照机场位于日照水库以南、山字
河村以北丘陵区域，工程一期用地4100

亩，总用地规模6500亩；工程一期建设一
条4C标准飞机跑道，配套建设航站楼、货
运楼、通信、导航、气象、供电、供水、供
油、消防救援及辅助生产设施。

2013年完成地上附着物清理、土石
方清运及施工现场外围排水防汛设施建
设等。

■中心商务区

启动钢铁大厦建设

从 2010 年开始，利用五年左右时
间，结合城中村改造，打造集临港经济运
营总部、商业金融、商务办公、会展旅游、
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体现日照特色
的高档商务区和富有特色的活力街区，
初步形成城市中心区框架。

2013 年完成村居安置楼主体及安置
区配套工程建设，加快华润中心城市综
合体建设，启动钢铁大厦、资润商务大
厦、鲁闽大厦、招银大厦等项目建设。

■尚城花园

启动旅游小镇建设

工程位于太公一路以南，奥林匹克
水上公园以北，西起青岛路，东至碧海
路，占地约2 . 3平方公里。

计划打造成为高品质的滨海旅游度
假区、居住区和休闲娱乐区。2013年启动
旅游小镇建设，完成村居安置楼主体建
设及泻湖开挖，启动市政景观配套设施
建设，对部分腾空土地进行招商出让。

■图书馆

完成图书馆项目主体建设

项目位于济南路以北，菏泽路以西，
占地51 . 7亩，建筑面积约5 . 2万平方米。
2013年完成图书馆项目主体建设，启动
商业配套建设。

■淄博路道路及地下建设工程

完成交通走廊、照明系统

全长1640米，红线宽度32米，建设地
上车行和人行系统，进行道路绿化、亮化
及景观提升；进行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
用，建设综合管沟、交通走廊、照明系统
等。

2013 年完成石方爆破，交通走廊、照
明系统等地下空间部分建设。整个工程
从今年开始，规划两年内完成。

■丁肇中科技馆

完成项目勘察、规划设计

计划建设集科学性、知识性、创新
性、趣味性和互动参与性于一体，功能完
备、主题特色鲜明的科学文化普及教育
与休闲设施。2013年完成项目勘察、规划
设计等前期工作并启动工程建设。

■东关北路商业街

启动商业设施开发建设

全长930米，计划利用三年时间，改
造建设成为老城区的商贸流通中心。
2013年基本完成安置楼主体建设，启动
商业设施开发建设。

■香店河

提升周边人居环境

项目位于日照高新区范围内，总占
地面积6150亩。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开发
建设集商业、办公、居住于一体的城市新
片区，提升周边人居环境，带动经济协调
发展。

项目改造涉及日照高新区36家企
业、日照街道7个村居1457处房屋拆迁等。
2013年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启动项目拆
迁工作，完成8至10处企业、900户村居民
房拆迁，拆迁面积14万平方米。

■城市慢行交通系统

完成约 20 公里绿道建设

2013年，计划完成G204线日照城区
段、聊城路以及市区学校、医院附近交通
拥堵区域部分路段共计约20公里城市交
通绿道建设；完成串联奥林匹克水上公
园、梦幻海滩公园、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的滨海旅游休闲
观光绿道规划设计及太公一路以南段绿
道建设。

■灯塔区域改造提升

规划建设日照港阳光大厦

计划利用五年左右时间，对灯塔区
域进行改造提升。

规划建设日照港阳光大厦(物流商
务平台)、海洋文化展示区、航海展览馆、

国际海员俱乐部、物流商务写字楼以及
高档住宅楼及商业服务设施等。

2013年计划完成项目规划及重点建
筑物的施工图设计等前期工作，重点推
进A区商住楼、阳光大厦及B区航运展览
馆的建设工作。

■城中村改造

完成安置房 50 万平方米

2013年重点推动青岛路片区(厉家庄
子、前、后大洼村)、菏泽路片区(小孙家
村、南王家村 )、海滨二路片区 (振兴社
区)、老城片区(北关社区、日升社区、丹阳
社区、沙墩村)、山海天民俗旅游村居片
区(王家皂、乔家墩子)建设改造。完成房
屋拆迁3000户，安置房建设50万平方米。

■城市道路建设

推进 7 条道路建设

结合城中村改造，本着“拆迁一条、
建设一条”的原则，推进泰安路等 7 条道
路建设。分别是泰安路拓宽改造工程(菏
泽路至北京路)、青岛路西侧慢车道改造
工程(海曲路至济南路)、艳阳路建设工程
(海曲路至济南路)、金阳路建设工程(山
东路至天德路，兴海路至望海路)、黄海
二路建设工程(海滨二路至海滨一路)、济
宁路建设工程(莒州路至山东路)、聊城路
建设工程(临沂路至北京路)。

■城市绿化

推进 4 项绿化工程

完善城市绿地配套设施，实施城市
绿荫工程，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共将推进
4项工程建设。分别是G204线日照城区段
绿化工程、聊城路绿化工程、绿地便民设
施配套提升工程、城市绿荫工程。

■供热、供水、燃气
敷设高新区供热管网 7 公
里

敷设高新区供热主管网7公里，满足
老城区用热需求。建设市北水厂，日供水
能力 4 万吨；对曲河口水源地进行改造；
改造丁家楼至石臼水厂的输水管线；新
建、改造郑州路等 20 条供水管道。

完成中石油碑廓镇至东港区天然气
长输管线和山东天然气管网日照联络线

工程项目收尾工作，建设东港分输站、岚
山分输站；建设新市区CNG加气站；推进
河山天然气门站建设，完成项目设备招
标等前期工作；完成日照国际海洋城天
然气配套项目立项、征地、勘察设计等前
期工作。

■公交、通信、供电

新增 100 辆新能源公交车

建设3处公交综合停车场，共占地约
220亩，配套建设商业设施；对市区100处
公交候车亭进行升级改造；新增100辆新
能源公交车，进一步改善市民乘车环境。

完成北京路综合管沟(山海路至北
京路铁路桥北端)、市区部分地下通信管
沟整治维修；中国移动建设通信管道40

公里；中国联通敷设中继光缆300公里。
建设明望台、香店等5项110千伏输

变电工程；建设35千伏两城输变电工程；
建设城区古镇站、香店站、朱家站等103

项10千伏配电线路工程。

■城市交通

增设 16 处交通信号灯

根据交通组织的需要，在济南路、烟
台路、威海路等 3 条道路部分路段增设
中央隔离、行人隔离护栏等交通设施。

在泰安路与烟台路、泰安路与威海
路等 16 处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并对黄
海三路与海滨三路、黄海三路与海滨四
路等石臼老城区 15 处道路交叉口增设
交通信号灯、交通指示标牌等；完善烟台
路与泰安路、威海路与泰安路等 12 处路
口 41 面交通指示标牌；施划烟台路、威
海路路口标线，沿线设立禁停标志，并在
支路上施划停车泊位；在市区增设部分
城市标识系统。

■老城区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以石臼区域为改造重点，在石臼区
域和城关区域各选1处街头绿地，完善绿
化、亮化和健身设施，增加居民休闲健身
场所，提升老城区人居环境质量；对海滨
二路等道路绿化进行完善补植，加大绿
荫量；对石臼区域以及市区莒州路(昭阳
路至景阳路)、枣庄路(海曲路至泰安路)、
菏泽路(迎宾路至海曲路)等破损严重及
未建设的人行道进行完善改造。

■环卫

新建改建公厕 10 座

新建改建公厕 10 座，配套完善的供
电、供水、排水系统等，更新垃圾桶 2000

个，新增果皮箱 1000 个，添置环卫作业
车 11 辆、电动垃圾收集车 12 辆，建设生
活垃圾压缩站 3 座，提升改造环卫车辆
GPS 监控系统。

■保障房

新建公租房 1690 套

全市共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0

套，完成新增廉租住房补贴1000户。其
中：新建公共租赁住房1690套，完成棚户
区改造 7810 户，发放经济适用住房补贴
500 户。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委获悉，2013年
日照市城建计划正式印发。今年将实施
中心商务区建设等13项重点工程，建设
泰安路等35条共60公里城市道路；进一
步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年内新增城市绿
化面积115万平方米。

东关北路商业街计划利用三年时
间，改造建设成为老城区的商贸流通中
心。 本报见习记者 李东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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