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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声明：本报部分未署名稿图 ,请

原作者与本报联系稿费事宜。

济南将新改建旅游厕所
旅游厕所作为必备的生活

设施，既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出
行，也是一个城市旅游公共服
务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据了
解，2018 至 2020 年，济南计划
新建、改建 910 座旅游厕所。

2012年以来，为有效弥补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数量的不
足，市政府统一部署，城管部门
主抓、旅游等相关部门积极参
与，成立“城市厕所开放联
盟”，动员位于城市主干道两
侧以及景区周边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厕所。
联盟发展迅速、持续扩大，在
天下第一泉5A级旅游景区附
近，还形成了“厕所开放联盟
一条街”。目前，联盟成员单位
已达1100余家。

与此同时，在推进旅游厕
所建设方面，2015年到2017年11
月底，全市共完成 1334 座旅游
厕所的建设管理工作，新建旅
游厕所 935 座，其中旅游景区
193 座、交通集散点 17 座、乡村
旅游点 4 3 2 座、旅游餐馆 3 8
座、旅游娱乐场所17座、城市商
业街57座、加油站6座等 ;改建
399座，其中旅游景区72座、交
通集散点3座、乡村旅游点85
座、旅游餐馆55座、加油站115
座、300平方米以上商超69座。

为方便市民游客，济南每
年制作“厕所开放联盟地图”，
在全市所有景区点、宾馆和旅
行社营业网点免费向游客发
放，至今已累计印发50余万份。
市旅发委相关人士说，山东省

旅发委牵头，全省手机版“厕所
开放联盟地图”刚刚通过专家
评审。这是一款手机APP，安装
到手机上后，可通过GPS定位
方便游客查阅、就近如厕。其中
涉及到济南的，主要是包括市
区、近郊景区沿线的千余座厕
所。与此同时，济南连续两年开
展星级公厕评选活动，着力打
造“500座星级公厕”。目前，一
期100座星级公厕已挂牌服务。

据悉，未来3年，济南计划
新建、改建910座旅游厕所。其
中，2018年为341座，其中新建
270座、改建71座 ;2019年为243
座，其中新建187座、改建56座;
2020年为326座，其中新建272
座、改建54座。

据《济南时报》

12月1日，山东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山东省应税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具体
适用税额和同一排放口征
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
物项目数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山东将于2 0 1 8
年1月1日起对污染排污企
业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
收排污费。《决定》按照“税
负平移”的原则，将大气污
染物的排污收费标准平移
为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与
其他省份相比，除北京、上
海、天津外，山东的收费标

准已处于最高水平。同时，
结合山东省水环境现状，参
考周边省份税额拟定标准，

《决定》明确了山东省水污
染物适用税额。

据明年1月1日起将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税法》，居民个人不属于纳
税人，不用缴纳环保税。

明年开征环保税 居民个人不用缴

摄影的二度创作
主讲：聂劲权（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
影教研室主任）
时间：12月9日14：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
小报告厅

《孟子》精讲（四十六）
主讲：赵宗来（济南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济南传统文化研究会常
务理事）
时间：12月10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

中医与幸福生活
系列讲座
主讲：段桂华（山东省体育科学
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汉方抗
衰老研究所首席专家）
时间：12月9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

《传习录》讲读课（二十七）
主讲：张恒智（阳明学实修学者，
北方王门传习会会长）
时间：12月9日14:30-16:3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

“七彩泉放映室”：
《精灵鼠小弟》
时间：12月9日10：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老馆六楼
报告厅

手作魔力毛线球
时间：12月9日9：3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
层小报告厅

沙画艺术公益课
时间：12月13日14:30-16:00

地点：省图书馆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陶艺公益课
时间：12月9日9:30、

12月10日14:00

地点：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四
教室

古法制豆腐特别体验
时间：12月10日10:00

地点：青岛市博物馆东区一楼
大厅

中国古典季节美学展
时间：展至2018年1月
地点：青岛市博物馆

潘玉良画展
时间：展至12月24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二楼

中国简帛文化展
时间：展至2018年3月26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
（2017）年度精品展
时间：展至2018年1月5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

山东美术馆馆藏
国画（人物画）精品展
时间：展至 12 月 19 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

烟台美术博物馆
馆藏名家作品巡回展
时间：展至12月25日
地点：烟台美术博物馆

中国铁路济南局招聘
招聘人数：256人
报名时间：截至12月10日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招聘
招聘人数：19人
报名：可向邮箱 z u r e n 6 0 7 6@
163 .com投递简历，也可到医院
组织人事科现场报名

寿光市人民医院
东城分院招聘
招聘人数：47人
报名时间：截至2018年1月31日

青岛市交通医院招聘
报名时间：截至12月30日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招聘
招聘人数：9人
报名时间：截至12月下旬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校园招聘
报名时间：截至2018年1月31日

崔健《滚动三十》演唱会
时间:12月16日19:30-21:30
地点: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
票价:280-1280 元

郭德纲于谦
暨德云社相声专场
时间：12月16日19:30
地点：山东会堂
票价：388-1288元

乐会版歌剧《闵子骞》
时间：12月8日19:30
地点：济南宝贝剧场
票价：30-100元

历山艺享汇——— 相声大会
时间：12月8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票价：60-120元

单簧管演奏家
王弢独奏音乐会
时间：12月9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50-280元

“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
时间：12月10日10：00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原群众艺术
馆）多功能厅

交响也疯狂———
波兰诙谐爱乐乐团音乐会
时间：12月14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20-380元

经典歌舞晚会《花开东方》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100-680元

你是演奏家
时间:12月9日14: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80-280元

经典名著古装评剧
《宝玉和黛玉》
时间:12月10日19:30
地点:烟台福山剧院
票价:30-50元

[【收税变化
1 .常规排放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氨

氮和“5项主要重金属”
现行收费：1 . 4元/每污染当量；明年征

税：3元/每污染当量。
2 .其他水污染物
现行收费：0 . 9元/每污染当量；明年征

税：1 . 4元/每污染当量。
3 .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超标排放的

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悬浮
物、总磷、氨氮、大肠菌群数(超标)排污收费
标准平移为适用税额。

水污染排污征税

收税原则
税负平移(由于2015年山东省刚刚调整

完善了排污收费政策，其中重点监控的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污收费标准，今年1月1
日刚刚执行到位，因此污染税的执行标准与
排污收费标准一致。)

具体适用税额
1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6元/每污染当量;
2 .其他大气污染物:1 . 2元/每污染当量

大气污染物征税

污染当量值是收集企业排污费的参考
数据，某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该污染物的
排放量(千克)/该污染物的污染当量值(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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