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定点点饭饭店店外外开开会会，，一一律律不不报报销销
济南公布89家机关会议定点饭店，伙食费每人每天最高120元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刘
雅菲） 日前，济南市政府网
公开了89家济南市党政机关
会议定点场所以及协议价格
表。从协议价格来看，均比门
市价低了不少，有些甚至便宜
一半多。记者了解到，根据济
南市规定，如果在定点饭店以
外开会，将一律不报销。

本次公布的89家定点饭
店分布在济南各个区，绝大
部分位于市区，从五星级酒
店到普通商务酒店都有，除
了公布了价格，还明确了各
家会议定点饭店所处的位
置、订房电话、联系人等信
息。协议价格分为客房价格、

会议室价格和伙食费。
从住宿的协议价格来

看，不少饭店的价格都比门
市价低了不少。例如玉泉森
信大酒店单间门市价为880
元，协议价为300元；舜和国
际酒店的标准间门市价为
980元，协议价仅为320元。

除住宿外，在各个饭店开
会，伙食费也有明确的标准，
89家饭店中，伙食费最高标准
为每人每天120元，最低为每
人每天70元，并且将早餐、午
餐和晚饭的价格分别列出。

虽然有了协议价格，但
政府部门在开会时并不一定
非得按照这个价格来支付。根

据济南市的相关规定，对外公
布的协议价均为最高限价,实
际的履约价格不得高于最高
限价。市级党政机关在组织会
议时可与饭店进行谈判，如果
会砍价的话，就可以享受到更
加优惠的价格了。

据了解，济南市从去年7
月1日开始实行市级党政机关
会议定点饭店管理制度，印发
了《关于济南市市级党政机关
会议实行定点饭店管理的通
知》。这一制度实行后，市级党
政机关确需到饭店(宾馆、酒
店、招待所)召开的会议，必须
在市级会议定点饭店召开。凡
在市级会议定点饭店以外的

饭店召开会议的一律不得报
销，并将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
相关人员的责任。

支付会议费的时候，如
果花现金也是违规的。根据
相关规定，济南市党政机关
在定点饭店召开会议的会议
费实行一会一结算，以银行
转账或者公务卡方式结算，
禁止以现金方式结算。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济南的会议定点场所将实行

“动态管理”，两年调整一次。
只要是在协议期内，会议定点
场所就不能提高协议价格，更
不能因价格优惠而减少服务
项目、降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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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涌12年只差一个月，趵突泉应该能挺住

2003年9月6日，趵突泉
在沉睡548天之后复涌，复涌
水位27 . 01米。此后的趵突泉
便一直持续喷涌11年多。在
这11年内，趵突泉持续喷涌
也遭受了多次危机。

2 0 0 7年和今年春夏之
交，趵突泉接近停喷。2007年
6月17日，趵突泉的水位跌到
了27 . 12米，距离27 . 01米的
停喷线只差了10厘米。今年6
月21日，趵突泉水位跌到了
27 . 16米，距离停喷线也是只
差15厘米。但是幸运的是，济
南市随后迎来降水，趵突泉
在这两年逃出了一线生天。

今年7月份，省城早应该
到来的雨季却迟迟不来。济
南市区7月的常年降雨量为
187 . 2毫米。相比常年，今年7
月降水少了40%。7月的干旱
少雨也导致了趵突泉水位的
再次告急。黑虎泉的西侧兽
头在7月底又停喷了，趵突泉
的水位7月30日降到了27 . 46
米。虽然距离停喷线还有30
多厘米，但当时气温很高，水
位平均以每天2厘米的速度
下滑。

7月底，不少保泉专家推
测，如果今年和去年一样也
没有雨季，“那么趵突泉极有

可能挺不到9月份，趵突泉持
续喷涌12年可能成空。”7月
底，省城迎来了几次降水，随
后 泉 水 水 位 迅 速 回 升 到
27 . 65米。8月3日晚，省城突
降暴雨，此场暴雨后，泉水水
位在两天内回升了21厘米。

6日趵突泉水位为27 . 86
厘米，比5日的27 . 87厘米稍
降了1厘米。记者浏览各年水
位数据发现，从8月6日至9月
6日，水位一般会持续上涨，
最多的涨了1米多，仅2005年
持平，因此今年趵突泉水位
持续喷涌12年到9月6日，几
乎已经成为定局。

水位还要至少涨半米，才能保证明年泉水喷

泉水受雨季降水的滋
润，在夏秋之交达到每年最
高水位。随后便会下滑，一直

下滑到来年五六月份。记者
浏览各年趵突泉和黑虎泉水
位数据也发现，趵突泉的水
位一般在5月底6月初最低，
在9月底和10月初为一年的
水位最高值。所以泉水停喷
一般发生在五六月份。要欣
赏济南的泉水，每年9月和10
月是最佳时节。

记者根据水位数据表对每
年的水位最高时和来年水位最
低时对比发现，趵突泉水位一
般每年会下滑1米多。据保泉
专家介绍，雨季为泉水的涵养
期，“但是目前的趵突泉水位
仍是同期最低水平。”和今年
保泉情况极为类似的2007年，
同期水位为28.08米，比今年高
出了20多厘米。去年的同期虽
然遭遇了雨季旱情，但当时趵

突泉水位仍然达到了28.01米，
也比今年的水位稍高。

该专家向记者介绍，“假
如趵突泉要想实现来年的继
续喷涌，首先就要保证来年5
月和6月份的水位在27.01米以
上。”而趵突泉的水位目前还
不到28米，如果到了9月份仍还
维持这个水位，趵突泉极有可
能在来年春夏之交停喷。

按照去年情况保守估计，
趵突泉要在来年的春夏之交
不停喷，趵突泉在9月中旬前
应该至少上涨到28.50米。由于
目前的水位为27.86米，趵突泉
的水位应该至少再涨半米以
上，才能让泉水水位在未来半
年内有一米以上的下滑空间，
才有可能挺过明年春夏之交
的停喷危险期。

自2003年9月6日
复涌以来，被誉为“天
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
泉实现了不间断喷涌
11年。由于近来的几场
降雨，趵突泉水位暴
涨，趵突泉连续喷涌12
年已经非常可期。目前
趵突泉和黑虎泉的水
位还是同期最低水位。
9月底10月初为每年泉
水水位最高值。随后便
会下滑，春夏之交最
低。要想持续喷涌 1 3
年，趵突泉水位在未来
一月至少还要再涨半
米以上。

本报记者 蒋龙龙

6日，黑虎泉水位涨到27 . 77米，三个兽头呼呼喷涌，引来
大批市民挤在泉池边打水。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

济南南郊宾馆
山东大厦
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
济南舜耕山庄
山东颐正大厦
山东政协大厦维景大酒店
山东中豪大酒店
山东东方大厦
山东省干部学院
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都大酒店
山东银座泉城大酒店
山东省文博有限公司
山东省教育学术交流中心
山东丽天大酒店
济南蓝海大饭店(历城)

华能大厦
济南吉华大厦
济南军区联勤部招待所(联勤宾馆)

舜和国际酒店
山东化工宾馆
山东翰林大酒店
山东国际饭店
学府大酒店
济南珍珠泉宾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
山东新闻大厦
山东金都大酒店
康沅商务酒店
黄台大酒店
济南石岛山庄
济南汇宝大酒店
山东良友富临酒店
济南市中蓝海大饭店
贵友大酒店
山东丽山大厦
山东天发舜和商务酒店
华兴大厦
山东省三明山庄
山东华国宾馆
山东舜德大厦
山东省交通干部学校
山东乐达大酒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三招待所
山东省文秘培训中心
金鲁班大酒店
济南倪氏海泰大酒店
山东新航大厦
山东禧悦东方酒店
山东百川对外交流有限公司百川花园酒店
教师之家宾馆
济南五岳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山东中铁旅游广告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铁道
大酒店
全季酒店济南泉城广场店
济南华滨环联实业有限公司环联商务酒店
济南泉西商务酒店
济南军区第二招待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第一招待所
济钢宾馆
济南华联大酒店
鸿腾山庄
山东鸿腾三馆商务酒店
鸿腾生态园
山东金马大厦酒店
山东锦绣山庄
济南银座佳悦酒店
扬帆·美得乐大酒店
济南军悦世源酒店
济南涵思泉酒店
鑫福盛祥云酒店
济南市老号海仙酒家
章丘市机关招待所
济南红山尖园艺中心
章丘市龙泉书苑酒店
济南七星台宾馆
济南明佳酒店
章丘市宏昌千禧龙大酒店
济南五峰阁宾馆
济南名仕学府酒店
济南檀园宾馆
和生庄园
济南市长清区莲台山度假村
章丘海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晟泽大饭店
章丘市文化中心
平阴县招待所
商河温泉基地有限公司
山东灵岩商务宾馆有限公司
淄博海天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长清分公司
济南市大舜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相关链接

6日，在南部山
区九如山景区，连日
大雨让众泉复苏，出
现了流泉飞瀑奇景，
吸引了大批游客。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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