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 Livelihoods 05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高雯 美编：闫平

省城公交车实现“扫码乘车”
可用支付宝扫码，除18路外暂未开通微信付款

□记者 郝小庆 通讯员 赵东云

10日起，支付宝扫码乘公交
车正式上线济南，全市5000多辆
公交车、269条公交线路可刷支付
宝乘车，今后市民不带零钱或公
交卡也能乘公交了。

记者体验发现，只要提前准
备好支付宝上的乘车码，刷支付
宝用时和刷公交卡差不多。据测
算，只需要0 . 4秒。“扫码速度比想
象中快，以后出门真的可以只带
手机了。”市民王女士体验后说。

支付宝乘车应该如何使用
呢？如果首次使用，需要先开通

“乘车码”，在支付宝主界面点击
“更多”，找到“城市服务”里的“公
交付款”或“乘车码”功能，即可产
生一个二维码。济南公交总公司

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周虹介绍，开
通前要把支付宝客户端更新至
最新版本，并开通“花呗”功能。
开通后再使用时，点击主界面

“付钱”，找到“乘车码”即可。扫
码时将乘车码对准刷卡机下方，
听到提示音就支付成功了。如果
带人乘车，点击二维码可以手动
刷新，间隔5秒就能再刷一次。

周虹介绍，支付宝扫码和投
币价格一样，不享受折扣和换乘
优惠，不过后期支付宝可能会推
出优惠乘车活动。另外，如果乘
车时遇到手机信号不好或者支
付宝里没钱的情况，乘客可以先
乘车，随后手机会自动扣费。“目
前扫码乘车还仅限于支付宝，18
和k18路公交车可以使用微信付
款。”周虹介绍。

济南18件民生实事“大礼包”出炉
2018年，济南市政府承诺办

好“18件民生实事”，涉及教育、卫
生、养老、环境等各个民生领域，
让人民更有幸福感。具体如下：

一、打通丁字路瓶颈路27条。
二、开工建设城区山体公园

20处，山体绿化提升35座。
三、建设空气质量微型监测

站2000个。
四、整治改造老旧小区472

个、749 . 8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0
万余户。推进符合条件的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政策实施。

五、实施城区饮用优质地下

水工程，在具备条件的校区开展
优质地下水饮用试点。

六、改造济微路、北坛南街、
零点立交等10处道路积水点。

七、公交线网优化。新开通
BRT线路3条，开通及优化公交
线路20条，新增、更新清洁能源
公交车1000辆。

八、开工新建改扩建中小
学、幼儿园集中就餐场所50处。

九、在全市经常有母婴逗留
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客
日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
商业中心等公共场所，设立母婴

室100处。开工新建改扩建普惠
性幼儿园50所。

十、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126处。

十一、新增养老服务设施
211处。

十二、实现社保查询、公积
金查询及预约、护照办理、车辆
违章查询等20余项便民服务和
市内三甲医院预约挂号等40项
便民应用通过爱城市网APP实
现查询与办理功能。

十三、为济南市夫妇双方至
少一方具有济南市户籍，孕15周

-20周6天、预产年龄小于35岁的
孕妇提供免费产前筛查服务。

十四、从2018年4月1日起，将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596元
/月提高到616元/月。

十五、职工医疗保险二次报
销。个人累计负担超过1 . 2万元
以上的合规医疗费用再给予二
次报销。

十六、为具有本市户籍，无
离退休金的80-89周岁老人每人
每月发放100元津贴。

十七、实施巾帼就业工程，
依托阳光大姐，培训妇女2 . 3万
名，安置妇女就业17万人次。

十八、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务。 据《济南日报》

济济南南多多社社区区开开装装电电动动车车充充电电桩桩
刷卡充电，按一般工商业用电收费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市市中区多个社
区车棚里，安装了新的电动车充
电桩。此外，历下区文华园、燕子
山小区等也装有电动车充电桩，
甸柳新村等社区则表示近期内
开始安装。此前，省公安厅发布

《电动车消防安全五条禁令》，居
民不能在楼梯间、楼道等地停放
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也不能
私拉线路为电动车充电，这让很
多居民为电动车充电犯了难。

8日，记者在三箭银苑A座旁
的车棚里看到，两根钢管横在电
瓶车前，上边等距安装了20个带
有透明塑料盖的插座，中间一台
机器上写着“智能电动车充电

桩”。车棚管理员孙朝利介绍，这
两台充电桩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居民使用时先把电源插上，在机
器上选择插座对应的号码，然后
刷卡预扣费用，电瓶充满或预扣
款花光后自动断电，再刷一下卡
就可以结束使用，剩下的钱自动
存回卡里。“卡里存30-70元钱不
等，一般来充电的花几毛钱就充
完了。”孙朝利说，充电桩为一般
工商业用电，不到1块钱1度。为
了方便临时停车的市民也能充
电，还安排了一张公用卡，即刷
即取就行。

除了三箭银苑，杆石桥街道
的自由大街、春元里和启明里社
区也安装了这种充电桩，很快将
投入使用。杆石桥派出所消防专

管民警李磊介绍，这些充电桩是
由派出所、街道办和社区物业联
合牵头安装的。

“派出所同期也在排查社区
个人扯线给电瓶车充电的情况。
根据省公安厅有关规定，如果市
民不按规定停放电瓶车或充电，

又拒不改正，会被处以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李磊介
绍，目前他们正在往辖区内其他
社区推广这种充电桩，社区全面
覆盖以后，还会继续铺到财富中
心、中泰证券等写字楼区域和公
共区域。

省千佛山医院等7处
过街天桥升级改造

青岛“租房落户”成为可能
1月9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

发文称，青岛将全面放开城镇落
户限制，加快取消购房面积、就
业年限、积分制等落户条件，“租
房落户”成为可能。

根据日前青岛市发布的《关
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意见》，在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上，青岛将以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为基
本落户条件，全面放开城镇落户

限制。加快取消购房面积、就业
年限、投资纳税、积分制等落户
条件，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
参军进入城镇人口、在城镇就业
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
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等
重点群体落户问题。

完善大中专院校、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社区和市、区

（市）人才交流中心集体户管理制
度，方便各类符合条件的外来人

口落户。进一步简化落户程序，缩
短审批时限，畅通迁移通道，实现
具备基本落户条件的外来人口

“落户无门槛，迁入无障碍”。
根据《意见》，青岛将分类分

步推进城中村和城边村改造，有
序推进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
份合作制改革。对依法自愿有偿
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等地
上附着物的农民，区（市）政府可
给予合理补偿或发放等额“房
票”，在辖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
房时抵作购房款。

综合自《青岛日报》、澎湃新闻

近日，济南市七座人行天
桥正在进行改造提升。9日，记
者在省千佛山医院门口看到，
此处的过街天桥拆除了西侧的
旧楼梯，取而代之的是长而缓
的钢结构新楼梯，施工人员正
在焊接扶手。新楼梯设计了防
滑坡道，竣工后，骑自行车的市
民过马路可以不必绕行东边的
路口。此外，解放路中心医院、
历山路家乐福、经十路林家庄、
经十路奥体中心东、泉城公园
北门和济洛路动物园等六处的
过街天桥也正在升级改造中。

此外，据了解，经十路青干
院、花园路历城政务中心两处
要建新天桥了。近日济南建设
网公布了项目中标公示，这两
处长期以来的过马路难题将得
到解决。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市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正式运行，首次开放公开
了53个部门的1010个数据集，成
为全国一次性开放单位最多、数
据集最大的城市。小饭桌、楼盘、
放心早餐地图等信息都能查
到，任何单位、个人都可以在开
放平台上查找各政府部门和公
用事业单位的权威数据。

在济南市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上，最受市民关注的热门数
据前五名分别是校外托管场所
登记信息（小饭桌）、公积金缴
存、提取业务经办网点、成品油
零售经营信息、放心早餐地图
和个体工商户企业设立登记信
息，这些数据都与市民生活息
息相关。 据《生活日报》

济南1 . 6万驾照
超期未换证被注销

10日，济南市车管所发布
2017年驾驶人大数据。截至2017
年底，济南机动车驾驶人保有
量达238万，一年内新增16 . 8万
人，平均每天约461人取得驾照。
济南市车管所考试科科长王俊
钢说，虽然驾考考生趋于年轻
化，但从年龄看，占比最高的是
26-50岁的驾驶人，占总人数的
76 . 19%；其次是51-60岁的驾驶
人，占总数11 . 25%。“老年驾驶人
的数量在不断增长，60岁以上驾
驶人比2016年提高了2 . 4%。”

此外，2017年全年济南有
1 . 6万人被注销驾驶证，主要原
因为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
证等。 记者 郝小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率率先先体体验验扫扫码码乘乘坐坐公公交交车车。。

烟台在全国率先
上线视频报警平台

10日，烟台市公安局与腾讯
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型报警方
式———“@110”正式上线，“@
110”是依托“烟台公安”微信公
众号，为实名认证的用户，提供
实时音视频交互的一种报警方
式。这是全国首次将双向音视频
通话技术应用于警务领域，让报
警人第一时间能与民警发起实
时音视频交互，面对面沟通交
流，让报警人感受到民警就在身
边，感到更加安全。 据水母网

济济南南三三箭箭银银苑苑车车棚棚内内一一辆辆电电动动车车正正在在充充电电。。记记者者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济南大润发沃尔玛
纸制品抽检不合格

近期，济南市工商局对全
市流通销售的纸制品类商品质
量进行了抽查检验，5个批次的
纸制品被判定为不合格，不合
格项目为卫生纸的节距尺寸偏
差、柔软度不符合标准要求。

不合格商品包括历城大润
发的品诺牌纸手帕，泉城路沃
尔玛的蓓韧无芯卫生卷纸，济
阳县德舜万盛隆百货购物中心
的四合院儿系列卫生纸，二环
南路2688号北京华联的小金人
可爱baby系列卫生纸，以及商
河县浙客隆超市的伊朵经济装
精品生活用纸。据《生活日报》

济南政府数据平台
可查公积金小饭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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