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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杜洪雷
实习生 张嘉欣）“九块九！全

场九块九！”省城南辛庄西路一超市
刺耳的外置音箱音量太大，被周围
居民诟病许久，结果在19日下午被
警方责令停止使用。

4月19日下午，记者跟随济南市
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的民警来到南
辛庄西路。“九块九！全场九块九！”
醒目的外置喇叭里不断传来广告
与音乐声，给沿街的其他商铺与居
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民警使用
分贝仪进行测量，发现两家商铺的
外放喇叭音量均已超过80分贝。“这
两家商铺已被周围居民举报了多次，
音量明显过大。”参与此次生活噪音
整治行动的民警称，其中一平价连锁
商铺已被周围居民投诉七次。

民警现场对两家违规的商铺下
达了整改通知，责令其严禁使用外
置音箱。民警表示，接到群众三次及
以上的生活噪声举报，首次将会对
商铺提出警告，第二次将给予200元
到500元罚款的处罚。现场，服装店
的老板表示，已认识到噪音扰民问
题的严重性，接下来将对外置音箱

进行拆除，全力配合整治行动。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召开全市

部署会，开展为期一年的生活噪声
整治行动，以四个方面的生活噪声
扰民行为为重点：一是商业经营使
用外置音箱扰民的行为；二是广场
舞健身使用音响过大扰民的行为；

三是家庭使用家电，音乐、健身器
材娱乐活动扰民的行为；四是限时
类(12时至14时、夜间10时至次日6
时)禁止的噪声扰民行为(家庭装
修、装卸货物、生产加工、大声喊
叫)。市民如发现此类生活噪音问
题，可拨打110进行举报。

扬扬尘尘治治理理不不达达标标，，1133项项目目被被通通报报
责责令令限限期期整整改改，，记记录录不不良良行行为为

俩俩商商铺铺大大喇喇叭叭忒忒刺刺耳耳被被整整改改
济南开展生活噪音整治，市民发现可拨110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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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高高补补550000万万
符合基本条件可随时申报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1 珍珠山山体恢复项目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市中分局 山东天禧城市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济南环能地质工程有
限公司

2 时代国际建设项目一期 济南荣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蔚蓝香缇房地产开发项目(北区)1#-6#楼
换热站地下车库 济南立皓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驿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泉景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4 地平西棠甲第D地块 济南秋阳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硕熙商贸有限公司
(土方施工单位)

5 济南绿地地产国际花都A4地块3#-4#公
寓楼、裙房及地下车库工程 绿地地产(济南)有限公司 国金装饰有限公司 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6 济南世纪广场A-10地块南区 济南西开置业有限公司 南通市德胜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山东众成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7 万科麓城(住宅)项目 济南万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新土木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昌隆建设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

8 澜湖郡一期1#=6#、12#楼、17#副食品
市场、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二标段) 山东力高江浩房地产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恒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9 旅游路彩石片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蟠龙
山)施工项目 历城区彩石街道办事处 青岛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华一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属地管理部门

10 绿地凡尔赛公馆东侧围挡内闲置地块 天桥区泺口街道办事处

11 丁家庄拆迁项目 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

12 天桥区伊顺渣土场 天桥区桑梓店街道办事处

13 市中区党家街道小龟山石料厂 市中区党家街道办事处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魏新丽） 19日，济南市建委
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
扬 尘 治 理 督 查 检 查 情 况 通
报》，对扬尘治理较差，整改
不及时、不到位或屡改屡犯
的13个项目的参建单位和属
地管理部门予以全市通报批
评，责令限期整改（见右表）。

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
市城乡建设委及市（县、区）
两级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
督站，持续对全市建设工程
项目，尤其是3月15日土石方
施工复工后的工程项目扬尘
污染治理情况进行了综合检
查。

通过检查发现，绝大部
分工程项目能够严格执行建
设工程扬尘污染治理“六个
百分之百”要求，各项措施落
实较好。但仍有个别项目工
程扬尘污染治理措施落实不

到位，存在土石方施工未采
取湿法作业、进出口未设置
车辆冲洗装置或未启用、施
工道路保洁不到位、裸土覆
盖不严密、建筑垃圾清运不
及时、扬尘在线监测及视频
监 控 系 统 未 联 网 或 多 次 掉
线，虽经多次督查、限期整
改，仍达不到要求。

依据相关规定，对一季
度扬尘治理措施落实较好的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综合楼项目等43个项目的
参建单位和属地管理部门，
予以全市通报表扬，纳入诚
信评价体系。对扬尘治理较
差，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或屡
改屡犯的珍珠山山体恢复项
目等13个项目的参建单位和
属地管理部门予以全市通报
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相关参
建单位计入不良行为记录，
纳入诚信评价体系。

哪哪些些事事““零零跑跑腿腿””，，66月月底底出出清清单单
济南要求逐个事项编制服务指南，让市民一目了然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雅菲）
日前，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全

面深化“零跑腿”“只跑一次”“你不
用跑我来跑”改革实施方案》，6月30
日前将对社会公布具体事项的《服
务指南》，让市民办事一目了然。

据了解，“只跑一次”事项是指
企业和群众只需到部门(单位)跑一
次即可办结的事项。主要实现方式
为：窗口申报、当场办结、立等取件；
窗口申报、按时办结、快递送达；全
程网上申办、按时办结、窗口取件。

“你不用跑我来跑”事项是指目前尚
不具备条件或暂时不能实现“零跑
腿”“只跑一次”的事项。主要实现方
式：由相关部门采取代办、帮办、领
办等方式让办事的群众和企业“少

跑腿”。
此次具体实施范围为济南市政

府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区政府(含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
委会)有关部门(单位)，镇(街道)。各
级各有关部门(单位)全面梳理、编
制并公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

“零跑腿”“只跑一次”“你不用跑我
来跑”事项目录，组织编写服务指
南，并做好公布后的组织实施工作。
以切实增强群众和企业获得感为衡
量标准，检验和评价改革成效。

济南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
位)要以公布的行政权力清单和公
共服务事项目录为基础，对面向人
民群众和企业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
力事项、公共服务事项，深入分析每

个事项需要相对人到场次数、网上
办事情况以及涉及多个部门办理事
项的各个环节，梳理形成“零跑腿”

“只跑一次”“你不用跑我来跑”事项
目录。同时，针对不同类别事项，进
一步简化办事要件材料，优化办事
流程，压减办事时间，按照申报条件
明确、办事材料明晰、办事过程便捷
以及让人民群众和企业“一目了然、
明白办事”的要求。

对于这些事项，济南还要求逐
个事项编制《服务指南》，让市民办
事一目了然。6月30日前，《服务指
南》在本级政务服务大厅和部门网
站公布，并按照“应上尽上”的原则，
推动有关事项纳入市级政务服务平
台运行管理。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晓婉） 日前，济南市人社
局发布消息，正式启动2018年度离岸
创新人才认定和引才用才补贴申请工
作。济南市在海外设立离岸创新创业
基地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各类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最高可获
500万元补贴。

据了解，离岸创新人才是各类离
岸基地聘请使用的外籍高端人才。离
岸创新人才有五种类型，分别为从事
科学前沿探索研究，具有创新潜质的
优秀科学家；推动我省在关键核心技
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上实现突破的创新
领军人才；帮助我省企业参与国际经
济竞争的企业家及管理经营人才；从
事战略规划、风险评估、资本运作、产
品设计、技术转移等领域工作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通晓国际经济金融运行
规则、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驻
在国法律制度和政策的高端人才。

符合基本条件的离岸创新人才可
随时申报。此外，申请引才用才补贴
的，除满足国（境）外基地设立的基本
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在国（境）
外发展良好，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
营研发场地、办公场地，拥有健全的财
务制度和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
理服务人员，发展前景好。其次，聘请
使用的离岸创新人才不少于10人，每
年在离岸创新人才引进使用上费用支
出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一一起起““商商量量””
让让““夜夜宴宴””更更靓靓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雅菲）
19日，记者从济南市政协获悉，近期

济南市政协围绕“一湖一环”景观照明
工程，以“夜宴来了”为题开展了第四
专题“商量”，并制作了专题节目。

专题节目定于4月21日（周六）22：00，
在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首播，4月22日（周
日）13:00重播，4月29日（周日）13：20，在
济南电视台生活频道播出。

民警对商铺老板进行警告教育。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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