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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一句“贾君鹏，你
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在短
短五六个小时被390617名网友浏
览，瞬间红遍网络，揭露了这个
时代亲情的伟大力量。2014年已
经渐渐远去，2015年的新春即将
为我们开启，在外漂泊的游子们
也已经陆陆续续从外地赶往自
己的故乡。过年回家置业，也是
许多人返乡时考虑到的一个重
要问题。在故乡扎根，已经成为
许多人在漂泊生活多年之后的
最真切的感受。

世界再大，总要回家！父母
一生操劳，只为儿女成长！看到
他们一天天老去，或许是时候回
家多陪陪父母了，尽尽儿女的孝

道。妻子常年操持家务，照顾父
母和孩子，虽然从不抱怨什么，
但心里总想着丈夫，或许是时候
回家多陪陪妻子了。看着孩子一
天天成长，却错过了他的无数成
长期，或许是时候回家多陪陪孩
子了。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
如自己的家乡好。正所谓：饮水
思源，落叶归根，或许真应该考
虑回家置业了。

万达广场2014冠销14亿，
2015开业在即，繁华绽放

泰安万达广场2014年冠销14

亿，再创泰城楼市奇迹。2015年8

月即将开业，繁华绽放！届时众
多国内外知名品牌齐聚万达广
场，人潮钱潮涌动，物业价值更

是急速增值，抢在开业前购买，
享多倍财富收益。现开业前，隆
重 钜 献 泰 安 万 达 广 场 奢 华
SOHO、顶级写字楼、现房旺铺，
开业后产品即将再次升值，这是
开业前最后的机会，稀珍在售产
品，错过再无！

万达广场返乡季盛大开启，
六重豪礼等你来

万商汇聚，达赢泰城，万达春
季返乡A计划盛大开启！返乡置
业首选万达，六重豪礼等你来！

豪礼一：年货大礼包
凡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票

据，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并
留下联系方式者均可得到泰安万
达送出的精美年货大礼包。

豪礼二：精美对联和福字
凡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票

据，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并
留下联系方式者均可得到泰安万
达送出的对联一副，福字一对。

豪礼三：加油卡
凡携带返程高速收费票据，

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息，并
留下联系方式者均可得到泰安
万达送出的加油卡一张。

豪礼四：周末抽大奖
凡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

票据，到营销中心，填写个人信
息，并留下联系方式者均可参与
泰安万达周末活动抽奖。

豪礼五：微信红包
微信拍摄返程车票/高速收

费票据，发至“泰安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并转发
其信息，可领取泰安万达微信红
包一个。

豪礼六：iPhone6或金条
凡携带返程车票/高速收费

票据，到营销中心，并成功购房
的 客 户 ，均 可 凭 借 车 票 领 取
iPhone6或金条10g。

限量典藏现房，开业前最后
钜惠

泰安万达广场金街旺铺、奢
华公寓、高端写字楼三大至臻投
资品，限量典藏现房，年终钜惠，
送给返乡游子们一份最佳的置
业投资大礼，开业前最后一次钜
惠。

2014冠销14亿，2015开业在即，最后钜惠

世世界界再再大大 总总要要回回家家
泰安万达返乡A计划开启，持返乡票尊享6重豪礼

泰泰安安下下周周进进入入““两两会会时时间间””
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2月3日召开 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2月2日召开

东平县获批享受
国家中部地区优惠政策

本报泰安1月25日讯(记者
侯峰)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

式复函我省，同意对列入中原
经济区规划的聊城市、菏泽市
和泰安市东平县在产业政策、
项目布局及投资安排等方面参
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

2012年，国务院批复《中原
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规
划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
省、山西省、安徽省的10个市和
2 个县 ( 区 ) ，以及我省的聊城
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在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支持建
设郑州至济南城际铁路、菏泽
新万福河航道、泰安(东平)港
等一批重点项目。但当时规划
没有明确我省“两市一县”与区
内其它市县一样享受国家对中

部地区的优惠政策。
据了解，国家对中部地区

的支持政策，除转移支付等财
政政策外，主要体现在中央投
资补助比例不同，中部地区大
大高于东部地区，涉及农村民
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保障
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
司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自主
创新和结构调整、生态环保等
领域的建设项目。还有些中央
投资只支持中西部地区。聊城
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享
受中部地区有关政策后，将得
到国家在资金、项目等方面的
更大支持，相应减轻地方资金
配套压力，有利于加快相关领
域项目建设，为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政策红利。

岱岳区投入近400万元
救助困难群众

本报泰安1月25日讯(记者
陈新) 近日，岱岳区春节期

间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会议召
开，投入近400万元，救助低保
户、生活困难党员、重度残疾
人、革命伤残军人、贫困老人
等，救助范围、救助力度均为
历年之最。

此次救助整合了民政、残
联、工会、教育等9个部门的救
助职能，坚持“政府救济、社会
互助”及“公平、公开、公正”原
则，投入救助资金近400万元，
按照各乡镇(街道)困难家庭救

助管理系统中上报总户数的
30%进行救助，救助涉及低保
对象、生活困难党员、分散供
养的五保对象、重度残疾人、
革命伤残军人、贫困老人家
庭、鳏寡孤独人员、因病或意
外变故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
困难职工等，救助范围、救助
力度均为历年之最。

2014年，各乡镇(街道)对全
区困难家庭进行了排查摸底，
将困难家庭信息全部录入救
助管理系统，建立了全区困难
群众综合信息平台。

本报泰安1月25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桑蕊 )

近日，宁阳县在县政府门户网
站、县行政权力公开网等向社
会公布了《宁阳县县级行政审

批事项目录》，其中行政许可
224项，非行政许可19项，包括
事项编码、类别、实施机关、事
项名称、子项名称、设定依据、
承诺时限、是否收费等要素和
内容。

此次公开的《目录》有行政
审批事项243项(含子项共计364

项)，其中行政许可224项，非行
政许可19项，包括事项编码、类
别、实施机关、事项名称、子项
名称、设定依据、承诺时限、是
否收费等要素和内容。《目录》
通过部门单位自查、县政府审
改办审核、县政府法制办合法
性审核、向社会各界和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公开征求意见、县
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等程序，最
终核实公布。

为认真落实《目录》，县政
府印发了《宁阳县人民政府关
于公布县级行政审批事项等相
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对纳入《目录》的
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机关
要切实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
批时限，规范审批行为，制定标
准化实施办法，提高审批效率，
严格按照公布的目录开展行政
审批工作，要切实转变管理理
念，改进工作方式，强化审批责
任，建立健全后续监管制度，切
实加强对行政审批的事中事后
监管。同时，对《目录》进行动态
管理，做好上级取消、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的承接落实工作，并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出台、
修改、废止情况，按照规定程序
适时调整《目录》，各有关部门
(单位)不再单独行文公布。《通
知》还规定，县政府审改办是

《目录》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
本级《目录》管理工作，对行政
审批事项组织清理、编制目录、
动态管理、统计分析、监督检查
等。

宁宁阳阳公公布布224433项项
县县级级行行政政审审批批事事项项
行政许可224项，非行政许可19项

本报泰安1月25日讯(记者
侯峰) 记者获悉，泰安市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将于2015年2月3日至2月6日
召开，政协第十二届泰安市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将于2015年2

月2日至2月5日举行，会期均为
3天半，读者可通过本报热线、
微信、微博、网站等反映对两会
的期待和问题。

读者的期待，就是我们报
道的方向，2015年泰安市两会
将于下周开幕，今年，我们的两
会报道将采取百姓视角，注重
读者、网友全过程参与，讲百姓
看得懂的两会故事。即日起，市
民可以通过热线、微信、微博、
网站等渠道征求读者对两会的
期待和问题。

每一次，读者都走在政策
的前边，每一次，您所关心的就
是我们最关注的。去年两会期
间，66岁家住文化路的李先生
亲自来到本报编辑部，提出“泰
安的公交车对65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的建议。根据全省的统一
部署，2015年1月1日起，泰安市
正式开始执行65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60周岁
以上65周岁以下的老年人乘车
享受半价的新政策。

本报将对读者和网友提出
的问题分类整理，并带着这些
问题采访有关部门和市人大代
表、市政协委员。您提出的问题
不仅会得到相关部门的答复，
还可能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点
话题，引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的关注，由此带来制度和政
策的改变也有可能。

参与方式：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6982110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
登 录 齐 鲁 晚 报 网
(taian.qlwb.com.cn)写出您的问题；
如果您是微博控，可以新浪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另外，您
也可以添加齐鲁晚报今日泰山
微信公众号(qlwbjrts)参与。

泰山区检察院首聘
特约检察员

本报泰安1月25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张甜 ) 泰

山区检察院聘任首批特约检察
员，聘期5年，对案件办理情况
进行监督。

21日下午，泰山区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赵卫华以泰山
区检察院特约检察员的身份全
程参与了该院首例检察宣告活
动，该院对2起不起诉案件进行
了检察宣告。

据了解，泰山区检察院在
区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等组织的推荐基础上，
经与区委统战部会商，并征得

本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同意，聘
请2名代表人士担任该院首批
特约检察员，聘期5年。该院从
事特约检察员联络工作的负责
人介绍，特约检察员的职责包
括参与检察机关重大决策的研
讨、重大规范性文件的论证和
有关专门问题的调研和问询，
参与检察执法执纪检查等活
动，参与接访工作，并可以受
理，向检察机关转交群众举报、
控告、申诉及相关材料，有权了
解相关事宜的查处情况和办理
结果，对办理情况给予监督等
事宜。

李先生（右）去年提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公交的建议，今
年成为现实。(资料片)

登录网站即可查询行政
许可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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