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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省物价局了解到，
山东将对大蒜、马铃薯、大白
菜、大葱、蒜薹等农产品的目标
价格保险费用实行“政府补一
点、农户拿一点”政策，政府补
贴部分列入财政预算，由省市
县政府承担。

据了解，山东实施的特色
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责任范围

是以保险条款约定的目标价格
作为起赔标准，当保险期间内
参保品种平均生产价格低于
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
生，经办机构对跌幅部分进行
相应赔付，高于目标价格时不
赔付。其中，农户自行承担保
险费的 40% ，各级财政承担保
险费的 60%。

此外，山东还将鼓励建立
“以险养险”的补充机制，积极
利用再保险等市场化运作，分
散经营风险，提高抗风险能力，
并要求各级价格、财政、农业、
金融、畜牧兽医、保监等部门
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协作，相
互配合，共同推进目标价格保
险工作。 据新华社

山东将对特色农产品
目标价格保险保费进行补贴

41路优化调整部分路段
为更好的服务市民乘坐公交

出行，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41路将于3月9日起优化调整部分
运行路段，同时延长41路夜间营
运时间，方便市民夜间出行。

41路优化调整后沿趵突泉北
路向北，然后单向沿铜元局前街
向北、明湖北路向东、黑虎泉北路
向南、大明湖路向西至趵突泉北
路向南恢复原线，增设河套庄（路
南）、北关（路南）、大明湖北门（路
南）、济南东站（路南）站点，撤销
大明湖（路南）、市立一院（路南）、
大明湖路按察司街（路南）、大明
湖东门（路东）站点。

41路优化调整后，中海御峰
官邸发车时间：3月至10月为5：15
-22：30，11月至次年2月为5：15
-22：00；

大明湖东门发车时间：3月
至10月为5：30-23：30，11月至次年
2月为5：30-23：00。

41路优化调整后将大明湖
的西南门、北门、东门等各个主
要进出口有效地进行了衔接，同
时加强了趵突泉景区、五龙潭景
区、大明湖景区之间的联系，方
便了市民在不同景区之间的游
玩，同时线路营运时间延长后，
更好的满足了市民夜间游玩的
出行需求。

济南建国小经三路施工，33
路、K92路调整路线

由于济南市建国小经三开关
站升级改造施工，自3月14日零点
起，对建国小经三路纬四路至纬
二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封闭至4
月15日结束。施工期间，建国小经
三路纬四路至纬二路段改为单向
东向西通行，纬四路南口北向南
禁止左转，西向东禁止直行。

据济南公交总公司消息，施
工路段沿线的33路和K92路公交
车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其中
33路映月紫云城开往济南东站
方向临时增设纬四路南口（路
东）、经七纬四（路南）站点，临时
撤销建国小经三路（路南）、纬二
路经七路（路东）站点，济南东站
开往映月紫云城方向不调整；
K92路济南大学开往赵家庄方向
临时增设经七纬四（路南）站点，
临时撤销纬四路南口（路西）、建
国小经三路（路南）、纬二路经七
路（路东）站点，赵家庄开往济南
大学方向不调整。 记者 郝小庆

济南公交调整

“文明祭扫、平安清明”
是今年清明节期间悼念烈士
活动主题，清明节济南革命
烈士陵园悼念活动安排时间
确定为4月2日—7日。

其中：
皂4月2—4日，省市机关、

驻济部队、企事业等单位；
皂4月5—7日，大中专院

校，中、小学校及社会组织。
皂悼念广场活动举行时

间：
上午8:00-11:30下午1:00-

4:00；骨灰堂服务接待时间：

上午8:00-下午5:00，中午不
休。期间，继续开展
红色故事史料
征集、烈士寻
亲、网上祭扫
活动。

据新锐大众

济济南南革革命命烈烈士士陵陵园园悼悼念念活活动动
时时间间定定为为44月月22日日至至77日日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
时间：3月16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80-680元

“春天的芬芳”现代音乐会
时间：3月16日、17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
票价：50-180元

开心麻花《羞羞的铁拳》
时间：3月16日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38-280元

儿童剧
《洛克王国之魔法学院》
时间：3月16日19:30
地点：烟台福山剧院
票价：50-200元

儿童剧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时间：3月17日15：0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35-120元

京剧《红鬃烈马》
时间：3月17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50-120元

经典儿童剧《小红帽》
时间：3月17日10:00、15：00
地点：都市实验剧场-JN150剧场
票价：100元

著名童话剧《三只小猪》
时间：3月17日、18日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票价：50-150元

林兆华话剧《三姐妹·等待
戈多》
时间：3月18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2018欢乐大马戏嘉年华
时间：3月14日、15日19:30
地点：山东省杂技团
票价：80-380元

英文原版话剧《简·爱》
时间：3月21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380元

音乐会《90分钟环游地球》
时间：3月22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80-380元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
《羞羞的铁拳》
时间：3月21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林兆华话剧《三姐妹·等待
戈多》威海站
时间：3月22日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100-280元

中医与幸福生活系列讲座
时间：3月17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
遐园·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常礼举要》精讲课（七）
时间：3月17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奎
虚书藏·明伦堂（明湖路275号）

《传习录》讲读课（三十三）
时间：3月17日14:30-16: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
遐园·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孟子》精讲（五十四）
时间：3月18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
遐园·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公益讲座———
《 天 台 哲 学 与 静 坐 养 生
（下）》
时间：3月17日14：15
地点：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中心（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
楼北侧）

阅读分享会《极简中国史》
时间：3月17日9:3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
层国学讲堂

青岛将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
学历或不受限

3 月 13 日，青岛市发展改
革党组成员李希琨做客《行风
在线》时表示，人才引进是城市
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推进人
才落地，吸收人才到青岛落户，
市发改委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
做了充分的工作。

2015 年至 2017 年三年间，
青岛采取积分落户形式，第二
轮的户籍制度改革，将进一步
放宽条件。目前，新的户籍改革
制度已经提报市政府研究审核
中，预计 3 月下旬正式发布。

李希琨说，青岛将全面放
开城镇落户限制，但在青岛落
户，自由产权证仍是重要条
件。根据计划，将取消申请人
员的学历限制，放宽居住证办
理年限、缴纳社保的最低年限
计划缩短为一年，进一步强化

积分落户在户籍政策中的兜
底功能。

据《青岛日报》2018 年 1 月
9 日报道，根据市委办公厅、市
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
见》，其中提到，青岛将全面放
开城镇落户限制！

青岛将从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
住人口全覆盖和加快建立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入手，加快推进外来人口市民
化。同时，稳步推进城中村和
城边村人口市民化，到 2 0 2 0
年，力争全部完成建成区内城
中村改造。

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上，
健全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
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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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青岛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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