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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电网络迈出上市重要一步
召开上市工作座谈会和股东大会，十项议案全票通过

青岛新户籍政策出台

本科生可先落户再就业

济南解放东路即将改造升级
部分路段拓宽至40米，未来成CBD交通骨架

济南护城河底
能“演电影”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张欣

3月30日，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上市工作座谈会和股东
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少杰、省财政厅副厅长孙
庆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股东大
会听取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并审议通过10项股东会议案。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建华代表公司董事
会向大会报告2017年公司的改
革发展情况，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总经理郝克远主持会议，
董事会秘书刘洪昌宣读股东会
议案。

在上市工作座谈会上，王少
杰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讲政治。
推动山东广电网络上市、做强做
大广电网络产业，是省委、省政
府的一项重要部署，意义重大。
近几年，我省先后出台《关于鼓
励和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融资的
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的意见》，并成立由省领导同
志担任组长的省属文化企业上
市工作协调组，确定山东广电网
络公司为首批省属拟上市文化
企业。2018年，《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颁布，
明确提出“实施文化领军企业培
育工程，支持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上市”，将广电网络公司上
市上升到全省战略发展布局的
高度。二是解难题。针对上市面
临的问题，必须严格贯彻《省政
府关于妥善解决山东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市县股东存量利润问
题专题会议纪要》和《省政府关
于解决影响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上市有关问题专题会议纪
要》精神，确保把省委省政府的
意见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三是

谋发展。一要鼎力相助，推动广
电网络公司的发展；二要同心同
德，实现合作共赢；三要夯实责
任，争取早日实现上市目标。

孙庆国指出，省财政厅将对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上市工
作给予坚定支持，对上市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会全力帮助解决，必
要时会进一步加大政策和资金
的支持力度。本次股东大会成功
与否，是对政府、企业、股东等方
面前期所做工作的检验，是对股
东们是否真心支持公司上市的
检验以及是否信任和支持公司

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检验。
在股东大会上，李建华围绕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2017年
取得的主要成绩以及下一步的
工作打算向大会进行汇报。2017
年，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在坚
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现代化治理导向、全面推行精
细化管理，坚持创新引领导向、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坚持政府
和市场导向、拓宽业务渠道，坚
持多元化导向、努力打造产业生
态体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内
部改革，坚持品牌导向、创造社
会效益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和进
步。下一步，公司将深化改革，释
放队伍活力；创新转型，扩大产
业优势；巩固用户，拓展宣传文
化阵地；加快上市，对接资本市
场，实现高层次跨越发展。

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烟台广播电视台股权转让的议
案》等10项方案。省财政厅文资
处处长张伯福，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涛，董事、
副总经理吴兆金、孙柏、黄平、王
忠，董事、纪委书记曲忠强，总经
理助理刘海涛、尹志波，全体股
东、监事等领导参加会议。

□记者 刘紫薇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交通委
获悉，将对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
路进行改造，改造路段全长约 2 . 7

公里，改造内容包括路段拓宽，照
明、绿化的完善等。

2 日，记者来到历下区解放
东路，看到现在的解放东路局部
路面破损严重，路中间没有隔离

护栏，机非混行现象多。根据济
南市拥堵道路统计，解放东路是
早高峰拥堵第五名，晚高峰拥堵
第八名。“路太窄了，早晚高峰本
来就堵，有时候还有不少货车停
在路边，根本走不动。”家住解放
东路三箭平安苑的张女士说。

据了解，解放东路改造范围
是二环东路至规划华阳路、奥体
西路至奥体中路路段，全长约
2 . 7 公里。改造后，二环东路至华
阳路段将由 30 米宽拓宽至 40 米
宽，主要向道路北侧拓宽，奥体
西路至奥体中路段保持现在的
宽度。另外，改造还将建设桥梁、
排水等市政管线工程，同步完善
照明、绿化等。改造后的解放东
路将结合 CBD 片区的建设开发，
充分发挥片区交通骨架的作用。

近日，济南黑虎泉边三个
木屋里的高清放映设备开始
放出数字影像，其中两个向河
里放映，河底显现出荷花和锦
鲤，另一个木屋则向假山上投
放高山流水的影像，吸引了不
少市民观赏、拍照。

据了解，这是“一湖一环”
景观照明工程中的一项影像
表演。“我们在泉城广场和黑
虎泉的护城河沿岸一带设置
了二层的小木屋，向河里放映
数字影像画面，内容主要是山
水、花开富贵、蝴蝶戏泉、鹊华
秋色和九女等。”“一湖一环”
景观照明工程的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黑虎泉周围的放
映工程正在调试阶段，泉城广
场护城河一带还没开始。

记者 刘紫薇

近日，青岛市出台户籍政
策新规，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青岛市在人才落户、居
住落户等方面调整具体条件。

人才落户方面，具有正高
级职称等高端人才，凭相关证
明材料即可落户；50周岁以下博
士生、硕士生，45周岁以下全日
制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人员，
可以“先落户再就业”；全日制
普通专科学历取消社保年限限
制；高级工缴纳社保年限缩短
为 1 年；紧缺急需人才和新兴产
业人才落户采取“一事一议”。

居住落户方面，如在市南
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
阳区购房落户，由原来要求购

买 100 平方米无贷款新房，调整
为购买单套商品住宅建筑面积
达到 90 平方米以上，不再设定
一二手房和有无贷款限制。

此外，经青岛市、区政府同
意，在该区域落户的企业总部、
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研发中心
等，其员工可成建制落户。同时，
在实施积分落户政策的市南
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青
岛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即墨
区、红岛经济区，取消申请人员
学历限制，居住证和缴纳社保
年限均由 3 年缩短为 1 年。

按规划，2020 年青岛市常
住人口达 1000 万人左右，户籍人
口达 850 万人左右，城镇化率分
别达到 63％ 和 75％。据新华社

□记者 刘紫薇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关于
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治理的通告》
正式实施。《通告》规定，严禁在
街道、广场等场所使用干扰周围
环境的音响器材。对未经批准制
造偶发性强烈噪声造成严重噪
声污染的，最高罚款一万元。

《通告》要求，市民不能在街
道、广场等公共场所使用可能干
扰周围生活环境的音响器材，也
就是说，最好不要在公共场所放
音乐、跳广场舞。在家里使用电
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时，也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如果家中
饲养动物，应当保证叫声不会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另外，每天
12：00-14：00 和 22：00-次日 6：00，
严禁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或
其他建筑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
修，城市建成区严禁高声喊叫。

根据规定，对未经批准制造
偶发性强烈噪声，并造成严重污
染后果的，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罚款；对使用高音喇叭等方
式招揽顾客造成噪声污染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 元以
上 1000 元以下罚款。如果因家庭
娱乐、身体锻炼以及饲养动物产
生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或在
午间和夜间从事产生噪声的装
饰装修等活动严重干扰周围居
民生活，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济南发布社会生活噪音“治理令”

跳广场舞扰民会被罚款

上上市市工工作作座座谈谈会会现现场场。。记记者者 郭郭建建政政 摄摄

44 月月 22 日日，，解解放放东东路路机机非非混混行行，，交交通通不不畅畅。。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济南实现手机 APP
购买汽车票

近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推出购票 APP ——— 96369 ，旅
客可通过 APP 查询目的站点
的车票信息，还能在线办理购
买 车 票 、退 票 等 业 务 。通 过
96369APP 可以购买当月的汽
车票，购买车票的旅客可以到
车站的任一窗口取票，取票时
需要出示身份证，也可以在自
动取票机上刷二代身份证取票。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韩燕

●青岛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4 月 1 日开始

据青岛市人社局消息，青
岛 2018 年度领取社会保险待遇
人员资格认证工作于 4 月 1 日
开始，10 月 31 日结束。其中，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另外，今年还将在青岛市全
市范围内广泛推行“人脸识别”
资格认证模式。据半岛都市报

●济南黄河隧道
开建北岸盾构始发井

“三桥一隧”中开工最早的
济南黄河隧道(济泺路穿黄隧
道)项目，首幅地下连续墙 4 月
1 日已经浇筑完毕，标志着该工
程北岸盾构机始发井主体结构
正式开建。据了解，地下连续墙
简称地连墙，是盾构始发井基
坑开挖的支撑和围护结构，是
基坑开挖的第一个步骤。

据《济南日报》

●建筑垃圾处置不当
最高罚十万

《济南市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条例》将于 5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济南将实行建筑
垃圾分类制度，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违规处理建筑垃圾，市
民或单位有权进行举报，举报
属实可获奖励。工程建设单位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
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据大众网

●举报 4 种食药违法行为
可获奖金 30 万

据山东省食药监局消息，
举报 4 种食药违法行为，且举
报人有特别重大贡献的，奖励
金额原则上不少于 30 万元，4
种行为包括系统性、区域性食
品药品安全风险；涉及婴幼儿
配方乳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等；故意掺假造假售假；其他有
关部门认定具有重大社会影响
的违法行为。 据《济南日报》

●山东离岸创新人才认定
最低补贴可申请 300 万

据山东省人社厅消息，根
据人才引进使用数量和基地规
模，经评审认定，分三档给予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 500 万元、400
万元、300 万元的引才补贴，山
东省各类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建立的研发基地、开放
实验室、科技孵化器等以及中
央驻鲁企业、单位在国（境）外
建立的研发基地等均可申请。

据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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