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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接“蓝黄两区”和“一圈一带”两大区域的淄博市，在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中处于独特的地位。按照规划，淄博城区人口力争到2020年达到300万以上，成
为仅次于经济圈中心城区的最大区域次中心。为积极融入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淄
博提出建设三大物流中心，打造鲁中“旱码头”；而为了缓解济青高速淄博段压
力，淄博还将适时开展青银高速扩容，尽快启动济青高速铁路前期工作。

本报济南9月28日讯(记者 张
榕博 ) 28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为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我省
近日印发山东省省级示范性幼儿
园、十佳幼儿园办园标准，标准要求
房屋建筑安全、食品安全、不得体罚
儿童、学前教育不得小学化内容等
成为办园基本原则，一项不合格便
被一票否决。

记者了解到，此次出台的省级
示范性幼儿园、十佳幼儿园办园标
准较以往标准更加细致，并针对近
几年家长和社会关注的一些幼儿园
发生的食品安全、体罚儿童等问题
做出明确规定。在安全方面，标准要
求，幼儿园必须是独立建筑群体，如
果不是独立建筑，设置在污染区或
危险区、使用危房等，不得参评。在
食品安全方面，幼儿伙食费专款专
用，与成人伙食严格分开，幼儿伙食
账目每月向家长公布。为突出公益
原则，幼儿膳食收费被严格限定。标
准要求，每学期幼儿园膳食收支盈
利超过2%的，不得参评。

我省出台示范幼儿园标准

伙食费盈利高
将“一票否决”

本报济南9月28日讯(见习记者
徐瀚云) 山东省海洋渔业厅28

日举行伏季休渔总结会议，厅长王
守信在发言中介绍，预计明年将对
我省渔船情况进行一次大普查，并
通过建立“电子身份证”等多项手
段加强对渔船的监管工作。

“个别地区‘三无’渔船，套号、
假号渔船仍然存在，游离于监管之
外。我们对自己管理的渔船家底都
不清楚，就难以制定针对性的政
策。”王守信说，“争取从明年开始，
组织专门力量对我省渔船进行一
次大普查，对渔船的所有基础信息
进行逐一核实登记，掌握基础数
据，为决策提供依据。”

明年我省渔船

将建电子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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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市民在齐鲁股交中心办理相关手续。本报记者 王鑫 摄

出门旅游，住是非常重要的内
容，注意好相关的安全事项，可有
效防止意外的发生。

入住酒店后需注意以下几件事：
首先应了解酒店的安全须知，看一看
张挂的“应急逃生路线图”，知道酒店
的安全门、消防通道、缓降器及消防
器材的位置，以备突遇紧急情况时自
救；二是要检查一下房间内的卫浴、
电水壶等设施是否有损坏、缺少，如
有发现要及时告知酒店，以免使用中
发生意外或退房时产生麻烦；三是不
要让陌生人或者自称酒店的维修人
员随便进入客房，出入客房和睡觉前
要注意关好门窗；四是沐浴时地面或
浴缸容易打滑，一定要把防滑垫放
好，特别注意酒后不要沐浴，更不要
蒸洗桑拿；五是千万不要卧床吸烟，
特别是酒后。

如需外出，应提前告知导游并
互相记下手机号码，出门前到酒店
前台取一张联系卡，记住所住酒店
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便按
联系卡上提示的地址顺利返回。

遇紧急情况时请勿慌张，如发
生火警，请勿搭乘普通电梯或者急
中跳楼，应听从酒店工作人员的指
挥，正确进行自救逃生。

入住酒店
应了解安全须知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建新材料中试基地，向研究机构开放

“如何缓解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内的重复建设问题？首先
各城市要产业定位清晰，既要
融合，也要错位竞争。”谈到圈
内融合发展问题，淄博市委副
书记、市长徐景颜说。淄博拥
有很强优势和基础的新材料
产业，就是其中一部分。

据介绍，淄博是国家科技
部确定的国家级新材料基地，
在有机高分子材料、功能陶瓷
材料等方面有优势。目前淄博
在新材料产业方面已经形成
了产业集群，集中了研发、生
产，一直到市场营销。

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中
也有不少其他的新材料产业

园和企业，对圈内新材料产
业应如何协作发展，徐景颜
说，淄博将与省会城市群经
济 圈 内 企 业 联 合 ，共 同 研
发、生产和市场营销。“新材
料有成千上万种，不是哪一
家能干完的。”

徐景颜介绍，为带动圈内
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淄博将建
立新材料研发的集成中试(产
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较小规
模试验)基地，向各研究机构
开放。“中试往往需要大型的
实验室、实验装备，这对许多
研究团队来说，是个很大的困
难，所以，我们要将一个基地
对外开放，减低中试成本。”

物流覆盖“一圈”，也可覆盖日韩

地处“蓝黄两区”和“一圈
一带”两大区域连接处的淄博
市，在规划中还被赋予了连接
全省东西部融合发展的枢纽
地位。“我们将充分发挥连接
枢纽城市的作用，建设鲁中物
流中心，打造鲁中‘旱码头’。”
淄博市发改委主任孙来斌说。

“我们正在研究提高物流
效率的问题。”徐景颜说，“济
青高速淄博段，车辆特别多，
特别是货车。”这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物流效率，据悉，济青
高速当年是按照日车流量4万
辆设计的，“但现在最低的时
候没有低于8万，最高的时候

接近12万。”
徐景颜表示，淄博市正在

研究如何提高运输效率问题。
为完善圈内交通运输体系，规
划提出了适时开展青银高速
扩容，尽快启动济青高速铁路
前期工作等，这些都将大大缓
解运输压力。

据介绍，淄博将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积极打造基础原材
料物流配送基地、新材料物流
基地、装备零部件产业物流等
三大物流基地。“尤其像化工
原料物流基地，东亚自贸区建
立后，将不仅覆盖圈内，日韩
等国也可以覆盖。”

借力股权中心，服务中小企挂牌融资

淄博市还有我省唯一的股
权类交易场所，为圈内乃至全
省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现在挂
牌企业178家，其中一圈一带企
业占到了88%，一圈内企业占
到了70%。”齐鲁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主任李雪介绍。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推动
企业实现各类融资78亿元，其
中股权融资逾17亿元。

在徐景颜看来，该中心首
先可以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募集
资金创造条件，同时还能为企
业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革提供条
件。山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借助齐鲁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发展起来的
创新型企业。2010年时该公司
营业收入仅有300万元，但在当
年和2012年完成两次私募后，
公司发展有了资金支持，2012
年公司营业收入已近亿元。

“为更好地服务一圈一带
等战略，我们将成立四大区域
总部。”李雪介绍，齐鲁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将成立蓝色经济区
区域总部、黄三角区域总部、济
南都市圈区域总部和鲁南区域
总部，更好地为圈内等中小企
业提供挂牌及各类综合服务。

本报记者 李钢

“一圈一带”全聚焦

本报滨州9月28日讯(记者
张璐 韩志伟 ) 经过滨州

市旅游局的大力推荐，由沾化
县委宣传部牵头，并经本报实
地考察挑选，28日中国滨州第
十五届沾化冬枣产业经贸洽
谈暨乡村游启动，位于沾化冬
枣原产地下洼镇的鹤褔缘冬枣
绿色有机化生产基地，正式挂牌

“齐鲁晚报沾化冬枣旅游采摘基
地”，授牌仪式同日举行。

该基地冬枣种植面积超
过500亩，是下洼乃至沾化最
大的单片冬枣种植园区。在本
报实地调查过程中，生产基地
总经理杨超出示的各种检测
证明文件显示，该基地有机冬
枣品牌已经通过国家认证。

当地冬枣办相关负责人
称，这是目前沾化冬枣原产地
下洼镇唯一通过国家认证的
有机冬枣品牌，“冬枣的种植

全过程，不用激素、农药、化
肥，杀虫采用的是生物制剂以
及杀虫灯和粘虫板等物理灭
虫方式”。

作为本报旅游采摘基地，为
服务读者，在即将到来的冬枣采
摘季中，本报读者可凭读者采摘
证，享受优惠采摘价格，采摘证
可在基地入园处领取。

为方便自驾游读者，基地
提供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如下：

基地位于沾化县下洼镇尚泊
头村，荣乌高速下洼出口南
500米。走国道的自驾游读者，
可沿205国道北行，经过徒骇
河流钟大桥1公里后，转滨港
路，直行16公里即到。

此外，在沾化冬枣批量上
市后，生产基地还将与本报举
行大型公益直销活动，以优惠
价格为本报读者提供正宗的
原产地冬枣。

本本报报沾沾化化冬冬枣枣旅旅游游采采摘摘基基地地挂挂牌牌
种植全程不用激素农药，凭本报采摘证可享优惠

淄博充分发挥全省东西部融合枢纽作用

三三物物流流基基地地打打造造圈圈内内““旱旱码码头头””

本报济南9月28日讯(记者
李钢 ) 28日，记者获悉，为

进一步推动党务政务信息和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近日，我省
公布了省委新闻发言人、省政
府新闻发言人、省直部门和单
位新闻发言人、部分省属事业
单位和省管企业新闻发言人
名单，共计130个。此次公布的
新闻发言人中还集中公布了

民众关心的省属医院、大学等
的新闻发言人。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名单
中有省委新闻发言人3人，省
政府新闻发言人3人，省委有关
部委新闻发言人12人，省政府有
关部门和单位新闻发言人48人，
省属事业单位新闻发言人51人，
省管企业新闻发言人13人，共计
130名新闻发言人。

其中，省委新闻发言人是

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宋
玉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建
军，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
办)主任王世农；省政府新闻发
言人是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娥，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建军，省
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办)主任
王世农。

此次还集中公布了部分
省属事业单位、省管企业新闻
发言人名单。据了解，此前部

分医院、大学等也建立了新闻
发言人制度，但没有集中公
布。

据悉，2004年以来，我省
陆续建立了省委省政府、省直
部门、各市党委政府三级新闻
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
的建立，对于推进依法行政、
打造阳光政府、密切联系群
众、提升党委政府形象和公信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29日，作为我省唯
一的股权类交易市场，目前，中心挂牌企业已经达到178家，托管企
业302家。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是天津股权交易所的分市场，由天津
股权交易所与淄博市共同发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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