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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雯 通讯员 李铭浩

21 日，济南市市中区济微路
副食品市场外临的 20 家违建商
户正陆续拆除，这些门头房已经
存在十多年之久，是拆违拆临中
的“硬骨头”。

21 日下午，在位于青龙山北
路上的济微路副食品市场外侧，
挖掘机正对着一家餐馆墙体进
行拆除作业，餐馆北侧的两家商
户已经拆完，南侧的扒鸡店、熟
食店商户在收拾剩余的货物准
备搬离。熟食店老板王女士说，
他们已经在市场外经营了十几
年，收到拆违拆临通知后一时挺
难接受，在王官庄街道办和市场
的协调下，最终同意拆除，把货
物搬进了市场里面的摊位中。

济微路副食品市场负责人

赵东升说，市场外东侧的门头房
是十几年前农贸市场建成后，挨
着市场的学校搭建起来向外出
租的，后来学校弃管后便无人管
理，商户继续私自搭建经营，农
贸市场门前的道路不断被侵占，
车辆无法通行，仅余出一辆三轮
车通行的空间。市场外西侧的门
头房隶属于王官庄街道办事处，
被纳入违建名录后，街道办率先
进行了拆除。

“此次拆违的有包子铺、熟食

店、餐馆等20家商户，拆违面积为
682平方米。因为是存在多年的老
门头房，所以拆违难度比较大。”
王官庄街道办事处苏副主任说，
他们把一些合适的商户安置到了
市场里，便于统一管理。

和济微路副食品市场只是拆

除市场外的门头房不同，济南市

天桥区的毕家洼市场是整个市场
都要拆除。有着30年历史的毕家
洼市场，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包括80多家商户，早些年市场确
实方便了周围居民生活，但30年
过去了，脏乱的“小吃街”不仅影
响市容市貌，还存在着消防安全
隐患，周围的居民也饱受噪声污
染。该市场隶属于北村街道办事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毕家洼市场
拆除后，他们将拓宽路面、建绿透
绿，提升小区环境。

在济南市第二期“拆违拆
临”一批名单，8855 处违法违章
建筑和户外广告将在 4 月底前
全部拆除。其中涉及党政机关、
党员干部等“涉公”的359处违建
和 539 处违章户外广告，要在 3
月底前拆除，拆违拆临进入到

“清零”的关键时期。

21 日，记者从济南市民
政局获悉：由济南市民政局
主办、济南市殡仪馆及莲花
山殡仪馆承办的 2017 年度
海葬活动计划于 4 月 22 日
在青岛举行。这次海葬活动
将采取将逝者骨灰放置在可
降解的莲花坛中投放入深海
中自然降解的形式，集中安
葬 100 名逝者。凡逝者生前
户籍为济南市户籍，并且骨
灰现在寄存设施存放的均可
报名参加。已落葬骨灰因无
法保障安全谢绝参加。

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6 日止。活动费
用：代青岛收费，每具骨灰
1800 元(包括骨灰坛、骨灰处
理装坛保存、骨灰运送至青
岛、公祭仪式及上船撒散的
费用等，不含参加人员食宿
及来往交通费用)。

同时，今年济南市继续
对本市户籍居民参加骨灰海
葬活动实行补贴政策，每具
骨灰补贴 700 元。有意参加
市民可携带本人身份证、逝
者骨灰寄存证、殡葬证到济
南市殡仪馆安放科、莲花山
殡仪馆骨灰科报名。因名额
有限，参与资格按照现场报
名缴费顺序确定。承办单位
及咨询电话：济南市殡仪馆
0531-85703619，济南市莲花
山殡仪馆0531-88891593。

马文文

济南海葬活动
报名开始

青岛限购新政设 1 个月过渡期
4 月 15 日后申请公积金贷款，首付提至三成

继“ 3·15 青岛限购令”发出
后，21 日，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发布公积金最新贷款政
策，青岛市六区范围内购买新建
住房(含经济适用房)，首次和二
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
首付款比例由 20% 上调为 30%，
同时继续执行首付款比例与房
龄挂钩的政策。新旧政策衔接设
置 1 个月的过渡期。自 4 月 15 日
起统一按新政执行。

根据青岛市国土局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持和促进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通

知》要求,自 2017 年 3 月 16 日起，
青岛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凡在青岛购买新建
住房(含经济适用房)，首次和二
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
首付款比例由 20% 上调为 30%。
购买二手住房，首次和二次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
比例由 30% 上调为 40%。

同时，青岛继续执行首付款
比例与房龄挂钩的政策，具体为:
房龄在 10 年以内的，首付款比
例不低于 40% ；10 年以上(不含
10 年)房龄，房龄每增加 5 年 ,首

付款比例相应提高 10%。继续执
行三次及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予受理政策。《通知》要求,新政
实施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或合
同签约且交纳首付款)时间为准。
新旧政策衔接设置 1 个月的过
渡期。对在 3 月 15 日(含)之前已
办理网签合同备案(或合同签约
且交纳首付款)的,在 4 月 14 日前
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仍执行原
首付款比例(新建住房最低首付
款比例 20%,二手房最低首付款
比例 30%)。自 4 月 15 日起统一
按新政执行。 潘旭业

济南严查老年代步车

无证驾驶无牌代步车最高拘15日
□记者 刘振男

近期，济南交警重点对代步
车进行了整治。据济南市历下交
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
面上销售的代步车多数不符合
机动车生产标准，本身防护性能
很差，并且没有购买保险，一旦
发生意外，受害人得不到相应的
理赔保障。

“车辆只分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只是商
家炒作的噱头。目前，市面上大
多数代步车是生产厂家按照电

动观光车技术标准生产的，并不
符合机动车生产标准，所以无法
办理挂牌，没有号牌的此类机动
车不允许在市政道路上行驶。”
济南市交警支队交通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以“老年代步车”为主
的三轮、四轮机动车上路必须悬
挂号牌，驾驶员必须持有机动车
驾驶证。如若发现这类无牌车
辆，交警部门将一律予以查扣，
确定为机动车后，将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持
证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
的处罚。对于无证驾驶无牌机动

车的，将罚款200元至2000元，并
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对于查扣的非法车辆，要求
当事人提供车辆发票、合格证等
证明材料方可发还车辆，并告知
其尽快将非法车辆自行处理。不
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其非法
车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依法公告强制报废。

据悉，仅2016年，济南全市共
暂扣各类非法机动三轮车、四轮
车2506辆，依法强制报废1453辆，
处罚违法驾驶人3147人次，387人
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

济南二期拆违拆临进入“清零”阶段

老商户、老市场，该拆也得拆

山东省考乡镇岗位
首次加试“三农”知识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今
年我省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和
参公人员 8379 人。其中，省直
机关及直属单位招考 663 名、
省以下垂直管理机构 593 名、
市级机关 982 名、县级以下机
关 6141 名。按计划，3 月 23 日
至 3 月 26 日开始网络报名，4
月 22 日进行公共科目笔试。

招人难、招进来又留不住，
不少乡镇机关对基层人才“喊
渴”。对此，今年公务员招考继
续加大对基层的倾斜力度。省
直机关除特殊职位和专业性较
强的职位外，原则上用于招录
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
人员。

乡镇机关公务员招考继续
不限工作年限和经历、不限专
业或仅限专业类别、降低开考
比例、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
线，以降低进入门槛。针对乡镇
机关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特
点，今年对乡镇机关面向本土
优秀人才职位首次加试“三农”
工作基础知识，笔试安排在 4
月 23 日。 综合

济南各项市政建设工程
进入到施工黄金期，各项工
程扎堆开工。记者采访发现，
顺河高架南沿工程已经进入
沥青摊铺阶段，计划3月底完
成高架沥青层铺设。紧接着
将进行桥面伸缩缝的施工，
原计划6月的通车时间将提
前至5月。届时从英雄山立交
至蓝海大酒店附近匝道长约
1千米的高架段能提前通车。

3 月 22 日开始，七里山
路到信庄、梁庄大街等路段
开始了为期 25 天的沥青铺
设工程。这些路段进行的是
自去年 7 月开始进行的排水
设施工程改造，改造完成后
英雄山路、梁庄大街道路两
侧的雨水、污水管线将彻底
完善。在沥青摊铺期间，所摊
铺面层道路将禁止停放车
辆，过往的车辆最好绕行其
他支路。

除了以上路段，凤凰路
下穿胶济铁路段道路将从3
月25日零时起至2018年9月30
日18点全封闭施工，在此期
间，所涉及的凤凰路中林路
至工业北路段约300米路段
需要封闭，禁止一切车辆及

行人通行。 综合

记者从山东大学获悉，近
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
2016年获发明专利授权量前50
名高校，山东大学以638件位居
18位，济南大学以445件位居第
31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以
441件位居第32位。

在2016年获发明专利授权
量前50名高校中，浙江大学共
计获得1730项发明专利，位居
全国高校第一，哈尔滨工业大
学以1445项、清华大学以1245
项位居全国高校二、三名。我
省三所高校中，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授权发明专利量连续5
年以每年超过5 0%的速度增
长，2011年至2016年累计授权
发明专利1233件。

据《大众日报》

省内三高校发明专利量

上榜全国前 50 名

青州政务服务中心
通过“国标”验收

3月16日，由国家标准化
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组，对青州
市政务服务中心承担的人民
办事服务国家级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开展评估验收。他们
通过听取汇报、查看服务现
场、查阅相关资料、询问相关
工作人员等形式对试点项目
进行了详细评估，政务服务中
心最终以94分的高分顺利通
过验收，成为潍坊市首家立
项、首家完成国家级服务标准
化试点项目验收的政务服务
中心。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标准化创建三年
来，中心全体人员的标准意识
进一步增强，各项工作程序进
一步规范，政务服务水平也进
一步提升。青州市政务服务中
心将以标准化为推动力，继续
优化政务服务模式，深化行政
审批改革，完善审批服务机
制，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王庆和 赵上

济南多条道路
进入施工黄金期

顺河高架南延开始沥青摊铺。

王王官官庄庄街街道道办办事事处处正正在在对对济济微微路路市市场场外外的的违违建建商商铺铺进进行行拆拆除除 记记者者 高高雯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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