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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人社在线”网上解读加班费怎么算

加加班班费费的的工工资资基基数数包包括括奖奖金金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尹

明亮) 国庆7天假，前后加班费
计算方式为啥不一样？周末加
班 什 么 情 况 下 不 需 付 加 班
费……11日下午，济南市人社
局“人社在线”为市民在线解答
关于加班费的疑问。

针对节后网上讨论热烈的
拼凑长假问题，济南市人社局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国庆
七天长假，只有前三天是法定
节假日，后四天的性质是休息
日，“叫调休，其实跟周末的性
质一个样。”

针对一些市民提出的一些
单位在计算加班费时天数有长

有短的问题，相关负责人解释，
根据《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
定》，法定节假日上班应按照日
工资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
资，至于在类似周末的休息日
加班，如果能安排调休，单位就
可不必支付加班工资，不安排
调休就得付200%的工资。

加班费只算基本工资还是
奖金也包括在内？对不少市民
的疑惑，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这个计算方法当初制定
时也争论了好长时间，根据

《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
计算加班工资的工资基数应
当按照劳动者上一月份提供

正常劳动所得实际工资(包括
奖金)扣除该月加班工资后的
数额确定。

对于有市民提出的单位以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为由，不
支付长假期间加班费的情况，
相关负责人说，综合工时制是
指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周
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作制
度，这种制度下的职工，在周末
或国庆长假的后四天上班，单
位是可以不付加班费的，但如
果职工在国庆前3天的法定节
假日加班，单位也必须要按照
日工资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
资。

破破坏坏铁铁护护栏栏，，进进入入水水库库垂垂钓钓
两部门联合执法，违反规定者将被处罚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
库、狼猫山水库等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垂钓，垂钓
可能会影响水库水质，影响居
民用水。”11日上午，济南环保
局和济南市水利局工作人员在
锦绣川和卧虎山水库联合执
法，劝阻和警告多位水库垂钓
者。

最近天气晴好，前往南部
山区各饮用水库垂钓的市民增
加，很多垂钓者乱扔垃圾导致
水库水质污染，“不利于饮用水
水源的保护”，水利局水政监察
支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市民用
来垂钓的鱼饵也会导致水质污
染，“钓鱼本身也影响水生物种
的生长。”

为加强水源地保护，确保
饮水安全，济南市环保局和水
利局9月下旬联合发布了《关于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垂钓
的通告》，即日起禁止在卧虎山
水库、锦绣川水库、狼猫山水库
等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垂
钓，对违反规定不听劝阻的将
依法对组织垂钓的单位处2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垂
钓个人处500元以下罚款。

然而各大水库仍有不少垂
钓者，11日上午，环保局和水利
局在锦绣川和卧虎山水库联合
执法。在锦绣川水库，不少垂钓
者见到执法人员前来，赶紧收
起了钓鱼装备。在卧虎山水库，
不少垂钓者剪开水库护栏，直
接在较陡的护坡上垂钓。记者

发现，在短短的几百米护栏，就
有三处损坏。卧虎山水库管理
处负责人介绍，“不少垂钓者损
坏护栏，让管理处很头疼，需要
经常修补被破坏的护栏。”为了
更好地保护的卧虎山水库水源
地安全，“水库护栏未来有望全
部覆盖，并加强巡查，维护水库
水质。”

济南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11日的执
法主要以劝阻和警告为主，执
法行动将常态化。“欢迎市民对
污染和破坏饮用水水源地的行
为进行监督和举报。”监督举报
电话为环保热线12369或卧虎
山水库管理处82806433、锦绣
川水库管理处82813039、狼猫
山水库管理处88789060。

文化进社区
开进旧村改造小区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喻
雯 实习生 褚红红) 10日，

“喜迎十艺节，文化进社区”走
进历下区姚家燕翔苑小区。这
也是首次开进旧村改造小区。
目前小区有1000多户回迁居
民，为了让回迁居民逐渐适应
物业管理，小区物业入驻近一
年没有收物业费。

10日晚，由济南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济南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南市出版
社主办，济南市明英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承办的“喜迎十艺节

文化进社区”活动开进姚家
燕翔苑小区。

此次活动包括了歌舞、小
品、戏曲清唱及乐曲等，共13个
节目。济南市吕剧院副院长王
鸽表示，此次来演出的45位演

员，都是国家一二级演员，济南
明英物业准备的300多把椅子
座无虚席，周围更是被小区居
民包围得水泄不通。

明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高迎波告诉记者，与
普通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不同，
姚家燕翔苑小区是一个旧村改
造小区。小区1000多户业主都
是回迁安置的村民。

村民变业主，不少人一时半
会儿对物业管理接受不了。考虑
到这个问题，明英物业年初入驻
一直没有收取业主的物业费。

“我们想先把服务做好，让业主
认可物业管理，再说收费的问
题。”高迎波说，为了做好服务，
物业公司还自费补种树木，目前
小区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
小区环境得到了很大提升。

历山东路5号院
拆除近20处自建房

本报10月11日讯 (记者
肖龙凤) 11日，为配合节能改
造工程施工，历山东路社区居
委会联合建筑新村街道办城管
科、施工队等对历山东路5号院
内近20处自建房进行了拆除。

11日下午，记者来到历山
东路5号院，进院门后的第一间
铁皮屋已经七零八落，施工人
员正在对铁架子进行最后的拆
除。下班回家的居民都觉得眼
前敞亮了很多。看着院里道路
宽了近一倍，院里居民戴女士、
吴先生等都非常高兴，“原来的
时候一进院就感觉堵得慌。”

据现场施工的盛世施工队
队长张在平介绍，节能改造工程
从8月22日开始。由于不少楼前
有自建房屋，施工进度被延迟，

“要是不拆除自建房，整栋楼完
不成外墙保温，就没法交工。”

自建房都拆除了，张在平
松了口气，“可以在10月底按期
交工了。”据他介绍，节能改造
工程后，屋内温度冬天可高出
3℃-5℃，夏天可凉爽3℃-5℃。

据居民介绍，历山东路5号
院是老社区，在去年供上暖气
之前，不少居民在楼前搭建小
屋，用以存放煤炭、木柴等燃
料，有些自建房屋都有20年以
上的历史了。历山东路居委会
主任许玲告诉记者，去年供上
暖气之后，居委会就与院内热
心人开始了沟通、协调，劝说居
民拆除自建房屋，此次正好趁
着节能改造工程进行拆除，居
民也都非常配合。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蒋龙龙) 11日，记者从济南市
政部门获悉，济南将新组建济
南能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统
筹推广市域内天然气、太阳能
及地热能等多元化供热。济南
各供暖单位将于11月1日前完
成各项供热准备工作。

据悉，由于热源不足，济南
尚有近3000万平方米的供热缺
口。为了加快热源厂建设，东新
热电厂将建设两台70吨位热水
锅炉，年底将竣工并运行。运行
后，济南将新增350万平方米的
供热能力，能缓解和平路、文化
东路、化纤厂路周边小区供暖
不稳定等难题。

济南热电金鸡岭热源厂新
上的1台70兆瓦的热水锅炉建

设已基本完工，11月初就要进
行整体调试。相关负责人称，新
上锅炉可为南部新增150万平
方米的供热面积。

各热企今年新建、改造供
热管道60余公里，完成换热站
自控改造60个、“汽改水”改造
项目52个。北郊热电厂脱硫脱
硝 除 尘 一 期 工 程 完 成 投 资
1 . 14亿元。

据了解，今年济南各热企改
造完成燃煤供热锅炉总容量约
106蒸吨，完成东部城区8台“煤改
气”或“油改气”工业锅炉改造。济
南将新组建济南能源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统筹推广市域内天然气、
太阳能及地热能等多元化供热。
济南供热单位将在11月1日前完
成各项供热准备工作。

省城拟调整城市供热格局

组建能源公司多元化供热

冷空气来袭
降温约10℃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孟
燕) 最近几天是不是让人有点
重新回到夏天的感觉？动辄二十
八九摄氏度的最高温让大家迟
迟感受不到“秋天”的寒意。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
报，再热两天，受强冷空气影
响，气温会有明显下降，降温幅
度10℃左右，并伴有7级大风.

根据预报，12日晴，南风3
～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
～19℃，最高气温29℃。13日晴
转多云，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4℃～20℃，最高气温28℃。

14日阴有小雨，北风4～5
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3℃，最
高气温20℃～22℃。15日晴，北
风夜间转南风都是3级，最低气
温4℃～6℃，最高气温15℃。

16日晴，南风3级，最低气温
2℃～5℃，最高气温18℃左右。

执法人员在劝阻卧虎山水库边的垂钓者。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11日，施工人员对一间铁皮屋进行拆除。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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