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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章章丘丘火火车车站站过过渡渡站站房房昨昨天天启启用用
新建火车站有望2020年投入使用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峰)
打通断头路，构建微循环。
经过五个月的紧张施工，
双山西路北延道路改造工
程顺利竣工，这条连接福
康路和福泰路的“断头路”
终于被打通了，以前绕行
二十分钟的路程，现在五分
钟就能到达。

据了解，双山西路北延
道路改造工程为南北走向，
本次设计段北起福康路，南
与现状路顺接，全长700 . 08
米，规划道路宽度为22米，一
块板形式，车道宽16米，两侧
人行道各3米。

10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打通后的双山西路通车
状况良好。“因为有市场的存
在，这条断头路来往车辆很
多，很容易造成拥堵。现在
这条路打通了，出行的居民
可以绕行，在一定程度上确
实缓解了交通压力。”家住
福泰小区的张女士表示，双
山西路北延工程的改造等
于城区又多了一条南北走
向的快车道，分流双山大街
车流量。

据章丘区市政工程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该路段
地处城区内，周边小区入住
人数较多，对于施工时间和
施工过程中环保要求较大，

为了把影响降到最低，区市
政工程处出动多台洒水车、
雾炮机降尘作业，并及时采
用围挡遮挡、防尘网裸覆盖
裸露土、土方开挖湿法作业、
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
闭运输等做法，把扬尘治理
工作做到最细，确保环保措
施达标。

“断头路”好比堵塞的血
管，如果不通畅，城市这个大
动脉就大受影响。据章丘区
住建委城建科科长焦宪忠表
示，今年以来章丘区住建委
将打通“断头路”作为民生
改善的重点之一，分批纳
入城建项目实施计划。其
中，大学路东延工程西起
世纪西路，东至章莱路，全
长1 . 4 3 6公里。采用双向四
车道城市次干路标准，设
计速度40km/h，道路断面
为单幅路形式，红线宽度
为30米，其中沥青路面宽度
22米，两侧人行道各宽4米。
这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建成
后，将成为连接章莱路与
世纪西路的交通要道，不
仅能有效缓解章莱路段的
交通压力，对改善城区交通
秩序和车辆分流起到了良好
的作用，该路段主体路面预
计十月底竣工通车。另外，绣
水东街南延工程今年年底有
望动工。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王峰) 10月
11日，章丘火车站过渡站房正
式启用。过渡房位于清照大街
西侧，面积达2500平方米。检票
口由原来1个增加至2个。章丘
火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
期间由于过渡站房进站走行距
离延长，车站将于列车开车前
10分钟停止检票。建议乘车旅
客提前到站取票乘车，以免耽
误行程。

10月11日，记者来到章丘
火车站发现，宽阔明亮的过渡
站房已投入使用，进站口和出
站口都标有醒目的导向箭头。

“旧站房随即进行封闭拆除，目
前正在建设的是新火车站的地
下停车场，整个工期为18个月，
新火车站于2020年投入使用。”
章丘区住建委火车站提升改造
项目现场负责人李万涛表示，
新火车站在老火车站基础上进
行改扩建，主要包括火车站站
房区、站前广场及位于站前广

场北部绸带公园三部分，轴线
与广场主轴线连通至北侧的赭
山，形成城市空间主轴。站房区
地上两层，局部有夹层。一层候
车室是青岛方向候车室，二层
候车室为济南方向候车室，夹
层为办公用房。售票大厅及检
票大厅设一层。

记者了解到，章丘火车站
提升改造工程位于章丘区清照
大街（原工业二路）西、龙泉路

南、西邻章丘汽车总站、南至现
有 章 丘 火 车 站 。规 划 面 积
19 . 36万㎡，其中绿化面积9 . 8
万㎡，新建火车站建筑面积
8370㎡，为中型车站，地下通道
580㎡、站台雨棚延长8700㎡、
既有地道改570㎡、新建旅客天
桥730㎡、站台铺面整修11900
㎡，造商业配套建筑面积30500
㎡。新站建成后，将成为又一个
烙有章丘印象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孟岳

对于很多创业的有志青年
来说，他们都普遍关注小微企
业有没有优惠政策？符合哪些条
件可以申请小微企业一次性创
业补贴和岗位开发补贴？这篇文
章将会为大家解读相关问题。
◆办理机构

各县（市）区劳动就业办公
室、各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办事依据

《 关 于 贯 彻 鲁 人 社 发
[2015]39号进一步完善落实小
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岗位
开发补贴的通知》（济人社发

〔2015〕111号）
《关于提高小微企业一次

性创业补贴标准的通知》（济人
社发〔2016〕99号）
◆补贴标准

1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
贴标准2 . 4万元；

2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岗
位开发补贴标准2000元/人。

申请范围：
申请对象首次创办小微企

业，2013年10月1日以后登记注
册领取企业营业执照、正常经营
并在创办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

（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
险）满12个月的创业者（离岗创
业的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在原单位参保的
除外），发放2.4万元一次性创业
补贴。上述成功创业者招用失业
人员和本市生源毕业2年内的高
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为其在创办企业
连续缴纳4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
的，可按照申请岗位开发补贴时

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给予每个
岗位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
开发补贴。

正常经营是指企业按月向
招用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且有正
常营业收入。
申请单位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 .一次性创业补贴
（1）《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

和岗位开发补贴申请确认表》；
（2）法人身份证原件；
（3）申报当月前最近连续

12个月企业利润汇总表。
2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

贴
在提供申请一次性创业补

贴材料的基础上，同时提供以
下材料：

（1）《小微企业申请一次性创
业岗位开发补贴人员花名册》；

（2）带动就业人员身份证
原件；

（3）劳动合同原件；
（4）属于高校毕业生提供

毕业证原件和户口簿。
办事程序：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
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通
过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申报
审批。

1 .单位申请。符合申领条
件的小微企业，携带申请材料
并填写附件，向工商注册登记

地的街道（镇）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 .受理初审。街道（镇）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受理
申请后，现场完成以下工作:

（1）审核创业者提供的申
请材料，扫描申请确认表和材
料原件上传审核系统。

（2）通过工商数据、社保数
据比对，查询创业者工商注册
信息、社会保险缴费情况，查询
结果截图上传审核系统，作为
审核凭证。

（3）在审核系统中完成创
业人员信息登记和创业补贴申
报，并在附件中签署意见，上报
区县劳动就业办公室。申报资
料原件及时退还本人。

3 .审核确认。各区县劳动就
业办公室根据辖区内街道（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初
审上报的创业补贴信息，对照扫
描上传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审批
确认，并在附件中签署意见。

4 .公示。各区县劳动就业
办公室通过审核系统导出小微
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岗位开
发补贴通过人员名单、补贴发
放金额等信息，公示5个工作
日，接受社会监督。

5 .资金发放。公示无异议
后，由各区县劳动就业办公室按
规定程序将补贴资金发放给申
请单位。补贴资金发放采用银行
转账支付方式，不得使用现金。

办理时限：30个工作日。咨
询电话:83216933 81292073

为促进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双向选择、互利共赢，决定
举办章丘区2018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双选会齐鲁理工学院
专场招聘会。

时间：2018年10月20日(周
六)9：00-12:00

地点：齐鲁理工学院教
学楼前广场

请参会单位务必于10月
17日上午11：00前，在“章丘大
学生就业”微信平台注册（之
前注册的单位需重新注册）,

审核通过后发布招聘岗位信
息。之后可在“就业大厅－人
才招聘”中浏览已发布信息。
组织方按照注册顺序排列展
位，本次招聘会共设180个展
位，报满截止。

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踊跃参加。

联系电话：0531-83211471
\83232918

传真：0531-83211471
电子信箱：zhangqiurencai

@163 .com

济南市章丘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双双山山西西路路北北延延通通车车了了
今年还有2条“断头路”将动工

小小微微企企业业一一次次性性创创业业补补贴贴标标准准22 .. 44万万元元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岗位开发补贴服务指南

关关于于举举办办章章丘丘区区22001188年年高高校校毕毕业业生生
就就业业双双选选会会齐齐鲁鲁理理工工学学院院专专场场招招聘聘会会的的通通知知

扫描“章丘大学生就业”

公众号进行注册

人 社 之 窗
renshezhichuang

投入使用的过渡站房。

过渡站房投入使用后第一个取票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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