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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侯
峰) 5日，记者从市政协获悉，各
承办单位对2013年市政协主席会
议督办的重点提案高度重视，制
定重点提案办理方案，采取措施，
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截至目
前，10件涉及旅游、出行、养老、住
房等问题的重点提案已经全部完
成办理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洪峰，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云鹏分别对市政协主席会议确
定的1 0件重点提案和1 0件重要
提案亲自阅批，对办理落实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市政协围绕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把体
察民情、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关
注民生作为提案工作的重要任
务紧紧抓在手上，采取一系列有
力措施，促进了提案的有效落实

并取得显著成效。
民进泰安市委、泰安市工商

联《关于加快我市文化产业发展
的建议》，农工党泰安市委和张
甲太、王波委员《关于加快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等提案，
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关注，
太阳部落景区、泰山宝泰隆旅游
度假区地下漂流项目、刘老根大
舞台演艺剧场、泰安文化艺术中

心泰山大剧院等重大文化旅游
项目相继竣工运营，全市形成了
文化旅游资源有效开发、产业规
模迅速扩张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2013年市委市政府
十大民生实事全部在提案建议
中得到体现。社会化养老问题
被民革泰安市委、民盟泰安市
委、民建泰安市委、九三学社泰
安市委、致公党泰安市委和 1 0

多位政协委员关注，形成了《关
于推进我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建议》，此提案被市政
协主席会议确定为重点提案，
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
养老项目建设为载体，与社区
建设、政策扶持、市场机制相结
合，有效推动了全市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侯峰) 2013年年末，泰安高

铁新区A区保障房项目荣获
2012—2013年度中国建设工程
“鲁班奖”，这少不了政协委员
王成金等人的智慧。

2013年末，一个在国家工
程质量方面极具份量的奖项
花落泰安，泰安高铁新区A区
保障房项目荣获2012—2013年
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而
住宅类获此殊荣的并不多。

5日中午，记者在泰安高
铁 新 区 A 区 保 障 房 项 目 看
到，小区内十分整洁，健身器
材崭新，两位老人坐在秋千
上晒太阳，一位居民说，保障
房的设计合理，他们住起来
很舒服。

2 0 1 3年，政协委员王成
金、钱涛、曲惠菊、杨淑芳提出
关于加快推进普通商品房配
建保障性住房的建议，政府在
审批新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时，
必须严格要求开发商认真执
行10%左右的保障性住房配建
比例。拍卖供地时，把配建保
障房作为必备条件之一。今后
政府不再集中连片建设保障
房小区。给予配建保障性住房
的开发商优惠政策。

在普通商品房配建保障
性住房时，要坚持经济适用原
则，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在较
小的户型内实现基本的使用
功能；要按照发展节能、省地、

环保型住宅的要求，推广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要切实加
强施工管理，确保施工质量，
有关住房质量和使用功能等
方面要求，应在建设合同中予
以明确。

市住建委对该提案非常
重视，会同规划和财政等部门
多次进行专题调研，强力推进
保障房建设，市政府印发了

《泰安市普通商品住房项目配
建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和

《泰安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项目申报办法》。2013年5月，市
政府又出台《关于加强保障性
住房管理工作的意见》。市房
管局会同国土、规划等部门落
实配建地块，在配建项目中坚
持经济适用原则，提高规划设
计水平，推广新材料、新技术、
新工艺，在配建合同中明确住
房质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的
要求。此外，在保障房建设中，
还加快落实《泰安市普通商品
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管
理办法》(泰政发〔2012〕42号)和

《泰安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项目申报办法》，形成商品房
项目中配建、社会组织自建、
开发企业代建、政府集中建设
等多渠道建设方式，让住房困
难家庭在房源位置有更多选
择。研究制订退赔效监督措
施，加强配建合同管理，实现
保障房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政协委员献策安居工程

保障房项目获“鲁班奖”
住
房

本报泰安1月5日讯 (记者
侯峰) “山热城冷”一直是

困扰泰安市文化旅游发展的
制约因素，2013年政协委员张
甲太、王波提出推出泰安二
日 、三 日 、四 日 游 门 票 的 构
想，如今泰安已经推出“三日
游”，文化旅游产业也迎来难
得的发展机遇。

小张是济南人，因为业务的
需要，经常往返于济南和泰安两
地，加上在泰安的4年大学时光，
她与泰安已经“相熟”了7年。一
周前，小张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
泰山大剧院参加一场民族音乐
会，场面让她感到深深地震撼。

“现在每回一次泰安，都会有不
同的感受，这几年泰安的旅游项
目发展太快了，现在东边有宝泰
隆，西边有刘老根大舞台，南边

有天颐湖，北边就是泰山，加上
方特这些地方，我感觉在泰安一
天根本不够玩。”

2013年政协委员张甲太、
王波早就关注到这个问题，提
出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建议，建议全面构建泰山游、
环城游、周边游、夜间游等主题
鲜明的特色旅游板块。对全市
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系统调查，
制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引进打造一批新的特色娱乐项
目，推动特色旅游商品规模化
生产，建设一批规模较大、特色
鲜明、布局合理的纪念品市场。
创新宣传手段，推出泰安二日、
三日、四日游门票，利用媒体拍
摄以泰安为背景的影视作品。
在知名门户网站建立宣传阵
地，开设旅游电子商务网站。把

登山节、东岳庙会等办成国际
知名的节庆活动，积极邀请海
外旅游批发商、参加海外展销
或申办国际会展。

提案受到市政府高度重
视，市旅游局会同市文化产业
办、规划、住建、文广新、交通等
有关部门对议案进行了办理。
联合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院着
手编制《泰安市旅游业发展总
体规划》，明确发展定位、目标、
思路和布局。2013年下半年，太
阳部落景区、泰山宝泰隆旅游
度假区地下漂流项目相继正式
营业。刘老根大舞台演艺剧场
正式开演。泰安文化艺术中心
泰山大剧院正式启用，《泰山情
缘之石敢当》等演艺项目陆续
上演。泰山半日游向城市二日
游、三日游转变。

政协委员给发展旅游“支招”

““三三日日游游””破破解解““山山热热城城冷冷””
旅
游

本报泰安1月5日讯 (记者
侯峰 ) 根据泰安市政府相

关通知，2014年全市新增养老
床位6000张，2015年新增养老
床位5000张，事实上，这一政策
的出台正是张玲、毕国栋两委
委员努力的结果。

5日，家住财东社区的张大
妈已经70多岁，平时自己一个
人住。她拨打12349热线，希望
量一下血压，坐席人员联系了
社区卫生室，到张大妈家为其
免费测量血压。“我的孩子都
不在身边，有这种服务，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很好，太方便
了。”张大妈说。

2013年，政协委员张玲、毕
国栋提案建议推进泰安市社
会化养老服务建设，把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应纳入城乡建设
总体规划，建立和完善政府公
共财政、社会福利彩票公益
金、慈善捐赠“三位一体”的保
障机制，将养老服务项目列入
各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长。
市、区两级财政补助必要的开
办资金，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专
项基金，重点加强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服务平台建设以
及基础设施建设。

张玲、毕国栋建议，充分
利用现有的社区老年娱乐活
动中心、餐饮网点、洗浴网点
等，提供菜单式服务。鼓励现
有养老机构向社区延伸，开设
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接收附
近社区的老年人。探索建立社
区卫生服务型的养老机构。构
建社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和
服务平台。建立以救助型、福
利型和市场型养老机构为主
体的机构养老体系。加快养老
护理培训体系建设。

泰安市政府随即下发《泰
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
达2013-2015年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任务的通知》，将2013
-2015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进行任务分解，一次性下达
到各县市区。具体安排为2013

年全市养老床位新增5000张，
2014年新增养老床位6000张，
2015年新增养老床位5000张。

“十二五”期间，市级财
政对达到标准的非营利性养
老服务机构，新建的每张床位

补助3000元，改建的每张床位
补助1400元；对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连续3年对自理、半自
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分
别补助每人每年200元、330元
和400元；支持加快城市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市
级对达到标准的城市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每处资助8万元。
对县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
设，按每个30万元标准择优以
奖代补。

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
市新增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
6610张，提前超额完成今年新
增养老床位5000张的任务。山
东泰山社会福利中心项目开
工建设；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岱
岳区、宁阳县、东平县已经完
成建设投入使用，肥城市完成
主体，新泰市完成两栋公寓
楼，泰山区完成规划，即将动
工建设；全市街道(乡镇)综合
服务中心完成18处，城市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完成44

处，县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完
成2处，农村幸福院建设完成
185处。

政协委员提案关注养老问题

22年年内内增增加加万万余余张张养养老老床床位位
养
老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侯峰) 停车难是近年来困

扰泰城市民的大难题，尤其是
在市中心医院附近更是“一位
难求”。在政协委员英玲、徐海
立、崔拥军的努力下，泰安编
制完成《泰安市城市综合交通
规划》，更多停车场被写进规
划。

5日，在山东农业大学的
操场位置，工地还在紧张施
工。工人相关负责人王先生告
诉记者，龙潭路地下停车场的
工程，停车泊位大约有600个，
2014年差不多就能完工。

2013年，政协委员英玲、
徐海立、崔拥军提出加强规划
推动泰城公共密集区停车场
建设规范开发建设，扩大城市
停车位数量的提案。在提案
中，委员们提出要发展立体停
车场，规范对重点区位的车辆
管理，坚决杜绝乱停车问题的
建议，同时提出在学校、幼儿
园、医院附近就近(距离20-30

米 )增设或扩建停车场。加大
对停车违法行为的整治执法
力度，从严整治违法行为，规
范停车秩序。

该提案被承办后，已编制

完成《泰安市城市综合交通规
划》、《泰安市停车场布局规划
(2008—2020年)》等交通规划，
进一步确定停车发展策略，统
筹规划布局了社会公共停车
场(位)、旅游与货车等停车设
施。目前，在火车站广场地下
规划建设了不少于200个停车
泊位的停车库；会展中心广场
地下规划了不少于600个停车
泊位的停车库；体育中心全民
健身中心地下规划不少于75

个停车泊位的停车库；在市政
大楼北侧利用地势高差规划
建设地下2层停车库，目前该
项目正在施工建设，建成后可
极大解决市政大楼及周边停
车问题。在市重点工程历史文
化轴改造项目中，岱庙北侧广
场设置了大型停车场，平时可
供周边学校接送孩子的家长
停车，节假日时可供外地来泰
旅游车辆停放。

在旧镇居住小区、堰北居
住小区已规划新型立体车库，
一个停车位面积通过机构设
备及控制系统的操作，可利用
地上、地下空间同时停放3—6

辆车，每个停车位还可单独控
制，实现停车、取车的智能化。

政协委员关注停车难

规划建多个大型停车场
出
行

··关关注注

泰安文化艺术中心成为泰安文化旅游新地标。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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