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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燃煤锅炉超标排放污染物，烟气烟尘最多超标6 . 3倍

3300家家单单位位供供热热添添霾霾被被通通报报
济南制定三年计划

保障农民工权益

农民工住公租房

可提取公积金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廖雯颖） 12月8日，济南市

环保局通报今年全市第四次
环保专项行动集中检查情况，
庚辰钢铁、趵突泉酿酒、重汽
济卡、佳宝乳业等30家排污单
位存在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
超标排放问题，济南趵突泉酿
酒有限公司烟尘超标2 . 18倍,
济南黄老泰食品有限公司甚
至只向脱硫设施内喷淋清水，
未添加任何脱硫剂。

11月15日至20日，济南
市环保局重点对市区内供热
燃煤锅炉进行检查，包括烟气
排放情况、污染设施运行情
况、规章制度及台账记录建立

落实情况、堆场防尘和脱硫副
产物存放处理等情况。

经检查发现，全市共有30
家单位燃煤锅炉存在大气污
染物超标排放。力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烟气二氧化硫超标
1 . 1倍。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
公司烟尘超标2 . 18倍。中国重
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二氧化硫超标0 . 48倍。济南
佳宝乳业有限公司烟尘超标
0 . 27倍。济南庚辰精细化工厂
二氧化硫超标0 . 12倍。还有如
济南大学（西校区）、山东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财经大学等多
所学校供热燃煤锅炉烟气超
标，超标最严重的是济南历城

第一中学，烟尘超标4 . 08倍；
二氧化硫超标6 . 15倍。此外，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
特种结构研究所是30家超标
单位中烟气烟尘超标最严重
的，超标6 . 3倍。

记者注意到，此次超标单
位中有多家热电热力公司。其
中济南东新热电有限公司氮
氧化物超标0 . 77倍，济南东盛
热电有限公司氮氧化物超标
1 . 34倍。济南辛百成供热有限
公司二氧化硫超标1 . 27倍，烟
尘超标0 . 98倍。济南绿园供热
有限公司烟尘超标1 . 36倍。济
南热电有限公司明湖热电厂
烟尘超标0 . 42倍。济南热电有

限公司南郊西八热源厂烟尘
超标0 . 11倍。

根据通报，部分单位的燃
煤锅炉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
运行，济南黄老泰食品有限公
司甚至只向脱硫设施内喷淋
清水，未添加任何脱硫剂，性
质恶劣，烟气烟尘超标1.87倍，
二氧化硫超标0.05倍。济南市环
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个别
县区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突
出表现在如济南庚辰钢铁有限
公司精细化工厂、环山集团、山
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管
道分公司等排污单位，监测采
样平台、监测孔设置不规范，
且长期得不到整治。

稳定就业农民工全部

纳入“五险”覆盖范围

济南市提出，到2017年要使稳
定就业的农民工全部纳入“五险”覆
盖范围，农民工参保率达到40%以
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
例分别达到75%、70%以上，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支付比例提高到50%

以上。
济南将推进实施农民工社会保

险全覆盖行动计划，用人单位要为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办理“五
险”，鼓励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
现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跨统筹地区转移接续和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

济南还将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
按照有关规定为农民工建立补充医
疗保险，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支付以外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进
行适当补助。建立完善大额医疗补
助和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有效解决
患重特大疾病农民工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完善工伤保险政策，优
化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
给付流程，开辟绿色通道。

农民工租公租房

可凭专用票据提取公积金

据了解，济南市将劳动关系稳
定且已缴纳“五险”的农民工纳入住
房公积金制度范围。农民工与注册
地在本市的用人单位签订1年（含）
以上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规定
比例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个人可
按不低于5%、不高于12%的缴存比例
缴存住房公积金。

外地户籍农民工与单位终止劳
动关系或本地户籍农民工终止劳动
关系6个月以上的，凭身份证明材料
及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提取住房公
积金账户内余额，同时注销个人住
房公积金账户。租住济南市公共租
赁住房的，可凭农民工身份证明材
料及公共租赁住房专用票据，每年
提取一次个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
金，每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出
的租金。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

纳入输入地财政保障范围

行动计划明确，济南将保障农
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权利。

还要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经费全部纳入输入地财政保障范
围，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基本在输
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对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
教育的民办学校，按在校学生数量
对学校公用经费给予财政补贴，就
读学生参照公办义务教育标准免除
学杂费并享受补助。科学、合理、有
序安排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规范
其入学办理流程，在符合农民工随
迁子女入学条件的前提下，各县

（市）区根据本区域义务教育资源情
况，实事求是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
招生方案。禁止一切针对农民工子
女的教育歧视行为，保障符合入学
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学
前教育和参加中、高考的权利。

日前，济南出台农民工技
能培训、权益保障、公共服务三
项三年行动计划。记者从中了
解到，三项计划实施后，将为在
济南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提供多
方面的保障和支持。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刘雅菲） 日前，济南召开研
究轨道交通建设有关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计划专题会议。
据了解，这项工作明年2月完
成立项、9月正式开工建设。

目前济南市的轨道交通
环评已正式通过，正在等待住
建部组织专家对轨道交通近
期建设规划进行审查,审查通
过后 ,将由国家发改委、住建
部联合上报国务院,待国务院
批复同意后由国家发改委下
达批准文件，济南的轨道交通

即可正式开工。
随着轨道交通开工的临

近，目前一些与轨道交通相
关的工作也陆续展开。记者
了解到，近期轨道交通建设
收益平衡区内的村庄改造将
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并
执行“城中村”改造政策。这
项工作明年2月完成立项、9
月正式开工建设，将按照“先
建安置房，后建保障房”等要
求，加快进度，保证轨道交通
建设顺利进行。

轨道交通提升后，将对济

南的城市价值有很大提升，主
要体现在地价和房价上。据济
南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轨
道交通还可带来经济、社会、
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至
少可以把整个城市的价值提
升1/3以上。

轨道交通所带来的收益
需要善加利用，济南市政府相
关部门提出，在轨道交通建设
方面，济南将做好“规划加策
划”。“规划加策划”，资源就会
变成资金、资产、资本，规划就
会变现，城市就会增值。像济

南的北湖、华山片区，通过规
划策划改造完成，华山片区居
民户均资产增长30倍左右，北
湖片区居民资产增长6倍以
上。

“这两个案例充分证明，
‘规划加策划’可以创造城
市，书写历史，改变生活”，有
关负责人表示，轨道公司要
把轨道线路、站点规划好，把
收益范围内的土地开发策划
运作好，综合技术、规划、策
划等手段，推进轨道交通建
设运营。

轨轨道道交交通通““城城中中村村””改改造造明明年年开开工工
济南轨道交通可把城市价值提升1/3以上

2020年前后有望全面建成R线M线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近年来，市民走在路上，
能感到越来越拥堵，分析原
因，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济南作为典型的带状城
市，由于结构布局不合理、公
共交通发展滞后、整体管理效
能低下，造成了严重拥堵。近
年来济南年均增车20万辆，一
字排开是900公里以上，治堵

的贡献抵消了私家车增长的
负作用，并使部分路段出现了
缓堵趋势，而轨道交通是一座
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是市民出行的主要载体，因此
建设轨道交通对济南来说宜
早不宜迟。

谈到具体的开工时间，上
述负责人介绍，总的设想是
2017年前三条轨道交通线开
工建设，曾设想在今年 10月

之前启动R1线建设，明年10
月之前启动R3线建设，如果
条件具备则在后年启动M1线
建设，同时做好M 线开工建
设准备；2017年后尽快启动
M2、M3、M4线的建设，争取
用6－8年时间基本建成R线
和M线，到2020年前后，全面
完 成 轨 道 交 通 R 和 M 线 建
设，扎起济南轨道交通网的
基本框架。

城轨建设要实现“涨价归公”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
需大量资金。据了解，济南市
规划了400公里的轨道线，这
些轨道线静态、保守地估计要
投资3000亿元，如果再把物价
等因素计算在内需要4000亿
元以上。济南市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从一开始就要
注意研究和把握轨道交通建

设对城市的升值作用，稳步建
立和规范城市地价房价等升
值分享机制，实现‘涨价归
公’，为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
管理运营及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物质基础和坚实保障。”

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涨
价归公”模式，就是在政府少
出钱甚至是不出钱的情况下
把轨道交通的事情办成办好。
据该负责人介绍，“济南的二

环南路东延和二环东路南延
政府不投一分钱，用2600亩城
郊接合部毛地换来了两条道
路建设的73亿元资金，亩均地
价350万元。既建成了道路，又
改造了旧村，一举多得。”该负
责人表示，济南的轨道交通建
设可以借鉴二环南路东延和
二环东路南延的做法用一个
片区土地的开发权来换取一
条或一段轨道建设。

R2、R3线环评报告开始招标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喻雯 刘雅菲） 8日，记者从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网获悉，济
南市轨道交通R2、R3线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公开招标。
工程规模为54公里。

公告显示，R2线西起高
铁济南西站西的小高庄，下穿
高铁济南西站后经文化艺术
中心，沿五七铁路专用线、既
有铁路走廊，经济南站、济南
东站、王舍人，东至郭店，预留
向东延伸的条件。全长约35公

里，车站14座，其中地下站6
座，地面站7座，高架站1座；设
车辆段一座，停车场一处。

济南市轨道交通R3线，
南起龙洞庄，沿龙鼎大道、体
育西路向北，经孟家庄、龙奥
大厦、奥体中心，下穿大辛河、
胶济客专、胶济铁路，而后转
入工业北路向东，经王舍人，
转入新东站片区中轴线向北，
经裴家营，至济南新东站，预
留向北延伸的条件。线路全长
约19公里，车站11座，全部为

地下敷设方式，在南端设置停
车场一座。

从招标范围来看，要求结
合目前济南市城市规划和建
设要求，完成R2、R3线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编制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完成环境现状
监测、公众参与调查和报告的
评审。招标人为济南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造价为
450万元，建设资金来自政府
投资，出资比例为100%，工程
规模为5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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