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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海海绵绵城城市市，，2288项项工工程程已已开开建建
2030年八成建成区实现70%降雨就地消纳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范佳 通讯员 张善

晨） 记者从历下区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获悉，
历下区盛福片区公租房于
2015年11月3日开始办理
入住资格审核后，将于本
月31日截止。凡未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审核手续的申
请家庭，将视为自动放弃
入住资格。

“我们已经在2015年
11月3日前电话通知申请
人来局里进行入住资格审
核。目前，选上盛福片区公
租房的1404户家庭，已有
1200余户进行了入住资格
审核，908户办理了入住手
续。”历下区房管局相关负
责人说，现在资格审核的
截止时间将近，但仍有30

余户家庭未来审核，其中

20多户是因为留给房管部
门的电话停机、空号，或者
多次拨打无人接听，始终
联系不到本人，一直处于

“失联”状态。还有部分申
请人已通知到本人，却迟
迟不来办理。

历下区房管局提醒，
逾期不进行入住资格审核
的申请家庭视为自动放
弃，房管部门将取消其公
共租赁住房租赁资格。请
未办理入住审核的申请家
庭尽快持本人身份证、户
口本、选房通知书，到历下
区房管局住房保障科进行
资格审核，并按要求提供
审核所需材料。如有年老
体弱或身有残疾行动不便
的申请人，也可拨打电话
86568257，住房保障科的
工作人员将上门服务。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喻雯） 济南轨道交通

环线有了新进展。11日，济
南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两
则招标公告，分别是济南
市轨道交通环线工程沿线
建（构）筑物调查及管线详
查服务项目招标公告和济
南市轨道交通环线工程、
济南市新东站综合交通枢
纽工程沿线岩土工程勘察
项目招标公告，环线沿线
的岩土工程勘察将启动。

根据此前的公示，济
南市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分
为两个层次，分别为都市
核心区快线（R线）和中心
城普线（M线）。与此前的
规划相比，第二轮规划中
增加了环线。环线是中心
城普线的一员，是一条中
心城骨干线，连接旧城核
心区、南部居住区、CBD、
洪楼、北湖、滨河新区等客
流集散点，线路长度约
36 . 4千米。

一般来说，沿线建
（构）筑物调查及管线详查
需要调查并提供线路车站
及区间周边的房屋建筑、
地下构筑物、桥涵、河道、
通信塔及高压线塔、古树、

古文物等，还要调查并提
供线路车站、区间一定范
围内的管线，并编制符合
要求的数据库和管线图、
地下障碍物分布图、详图
等成果资料。

岩土工程勘察工作是
设计和施工的基础，其目
的主要是查明工程地质条
件，分析存在的地质问题，
对建筑地区做出工程地质
评价，对场地工程地质条
件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评
价，编制满足不同阶段所
需的成果报告文件。

在轨交环线工程沿线
岩土工程勘察项目招标公
告中，包含环线中七站六
区间的岩土工程勘察。

同步招标的还有新东
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沿线
的岩土工程勘察。此前，新
东站总体设计及前期研究
等项目启动招标，新东站
片区梁一、梁二、梁三、梁
四和纸房五个城中村改造
村民安置用房项目施工已
经进行了中标公示，确定
了济南四建等五个施工单
位，安置三区五个村的安
置房工程将动工建设，涉
及近2000户居民。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张玉岩）
一个小区俩菜市场，加上周边便民肉菜
店也不少，棋盘街小区居民赵女士觉
得，两千多平的地下空间用作菜市场实
在有点浪费，是否可以把其中一个菜市
场改成停车场，以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赵女士介绍，小区有两家便民市
场，相隔不是很远。“大润发西边那家菜
市场商铺很多，什么都有，而且整个菜
市场的规模比较大，人也比较多。”另外
一家菜市场，与这个菜市场相隔仅几百
米的距离，相比来说就要冷清多了。“棋
盘街小区道路两边有很多社区便民菜
肉店，生活日常用品几乎都能买到，这
个菜市场里没有几个人，有点浪费。”

赵女士说，与其作为菜市场还不如
改成停车场。棋盘小区是个开放式小
区，小区里没有多少空地可供居民停
车，车只能停在马路边上。“本来社区里

微循环的道路就窄，两边一停车路更窄
了。小区经常堵车，不管是汽车还是自
行车都走不了。能不能把这个菜市场改
成停车场？”赵女士建议。

菜市场管理方赵经理介绍，目前棋
盘小区两家菜市场都是他们公司管理，
其中一家经营较好，另外一家经营状况
确实堪忧。赵经理介绍，便民市场是由
政府布点，委托公司管理运营。

“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每年光租
金就100万元，而商铺只有五六户。”赵
经理说，“商铺入驻市场，只需要缴纳摊
位租赁费用，隔间的电费自理，外面摊
位区域的照明等都是市场负责。”

尽管如此，这块场地想要改成停车
场困难较大。“这块场地出入口只有一
个，另一边出入口是台阶，没有办法走
车辆。”另外，场地也不具备建停车场需
要的必备手续。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蒋龙
龙） 目前，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
的44个项目已经全部完成了立项，
已经开工建设28项工程。到2030
年，省城八成地区可将七成的雨水
渗到地下。

11日下午，住建部相关负责人
到济南督查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
情况。济南市汇报了海绵城市建设
情况及2016年度工作计划。在当天
的会议现场，记者获悉，济南市海
绵城市试点建设共实施项目44个，
其中工程项目40个，目前已经全部
立项，“已经开工建设28个。”

据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济南市将在2017年
4月底前完成大明湖兴隆试点区域

内（39平方公里）的工程建设，“在
区域内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
75%，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8%，再
生水利用率达到25%。”

相关负责人介绍，济南市将加快
济西推广区域（62平方公里）的建设，
到2020年12月份之前完成全部项目
建设并投入使用，实现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达到75%，“对应控制设计降水
量27.7毫米的目标。”

济南市将积极总结试点区域
和推广区域的经验，在全市范围内
在建区域、新建区域、旧城更新区
域内分类推进，全面落实海绵城市
的建设要求，确保城市建成区2020
年以前20%以上的面积达到70%降
雨就地消纳，“2030年80%以上面

积达到这个目标。”
为了确保海绵城市建设的系

统性和整体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区域内的兴济河、十六里河、玉绣
河三个区域将采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交由社会资本
统筹实施片区内建筑小区、园林绿
地、道路交通、城市水系建设改造
以及污水处理项目。

为了鼓励推进在建小区采用
海绵化建设，济南市将给予开发商
相关的配套激励政策。据了解，配
套政策包括在工程审批上将把在
建小区列入重点工程行政审批绿
色通道。在城市建设配套费和预售
保证金、物业质量保证金等方面给
予缓交、返还、优惠等激励政策。

本报 1月 1 1日讯（记者 孟
燕） 刚进入腊月三九时节，省
城的天气就冷了下来。受冷空气
影响，12日、13日气温仍较低，周
末 还 将 有 一 股 冷 空 气 来 袭 。不
过，本周晴冷天带来的“好气质”
让人期待。

“太冷了，特别是清晨和夜间。
一进入三九天就这样了，出门基本
靠抖。”11日，市民马先生表示。当
天，省城最高温降至0 . 9℃，而夜间
至早晨体感更为寒冷。

从今冬的情况看，在大家印象
里，最冷的时候出现在初雪后。
2015年11月24日省城迎来了今冬
初雪，雪后的寒冷让人有点吃不
消，2015年11月26日省城最低温-

10 . 1℃，成为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
来11月最冷的一天。不过当天这个
最低温出现在5点42分，大部分市
民还在睡梦中。

冬至后，冷空气势力偏弱，
本该是“不出手”的一九、二九要
偏 暖 一 些 ，雾 霾 也 久 久 挥 之 不
去。整个元旦假期都是“暖洋洋”
的，有种阳春三月的感觉。根据
统计，今年 1 月 1 日省城最高温
11 . 9℃，和1996年1月1日并列成
为元旦“第三暖”。1月2日最高温
达到14℃，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
当日的最高气温。

从10日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
向我国中东部袭来。此后三天，大
部分地区陆续出现降温，气温基本

处于常年同期正常水平。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受

冷空气影响，12日、13日气温较低，
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同时，周末还
将有一股冷空气袭来。伴随气温降
低，本周整体空气质量不错。不少
市民表示，“虽然冷点，但是可以畅
快呼吸了。”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2日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都是2
～3级，最低气温-11℃～-7℃，最
高气温1℃左右。13日晴间多云，南
风3级，最低气温-10℃～-6℃，最
高气温4℃左右。14～15日晴为主，
南风3级，气温逐渐回升。16日多云
到阴，南风转东北风都是3级，气温
有所下降。

三三九九天天严严寒寒，，雾雾霾霾绕绕道道走走
今明气温较低，周末冷空气再来

盛福片区公租房
入住审核月底截止

轨交环线即将启动
沿线岩土工程勘察

部分
海绵化城市
项目已经开
建，可实现
雨水快速下
渗(资料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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