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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启动“静默”认证防冒领

济南东西站间铁路即将贯通
石济客专开始铺轨，年底通车后新东站到西客站只要10分钟

济南最大古建筑群华阳宫重新开放

山东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

别着急，“明湖秀”商演时间还待定
只试演了一场演出，非VIP座区也能观赏

□记者 刘一梦

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我省启动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资格“静默”认证，相关部门将全
省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数
据纳入比对范围，退休人员不用
直接参与就能进行待遇资格认
证，避免出现冒领的情况。

为了防范养老金欺诈冒领

案件的发生，省社保局联合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加
大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
证力度，启动全省“静默”认证。
启动后，省社保局联合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与省公
安厅、省民政厅、省监狱管理局
及相关银行等相关部门机构，在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数据实现省
级集中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联

动认证工作机制，将全省领取养
老保险待遇人员数据纳入比对
范围，在不需要广大退休人员直
接参与的情况下，与各部门分别
采取信息比对的方式，全面排查
冒领待遇人员，疑似冒领人员信
息由17市社保经办机构做进一
步精准复核。

据悉，“静默”认证的人员覆
盖面广、数据应用层次高、认证

效率高，且人性化强。认证范围
涵盖全省17市及省直管企业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可以同步
同时完成比对，改变了以往市级
数据比对辐射区域较小易产生
漏洞的局限，部门之间点对点的
批量比对方式，为各市实施精准
认证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成本，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的
目的。

□记者 郝小庆

5月1日，石济客专济南新东
站方向正式进入铺轨阶段，预计
5月20日完成新东站与济南西站
轨道的贯通，12月28日全线通
车。通车后，乘高铁、动车从新东

站到济南西站，50多公里路程只
需十分钟。

据中铁四局消息，济齐黄河
特大桥是石济客专接入济南东
站的关键工程，目前已经正式开
始铺轨，线下施工全面进入线上
施工。济齐黄河特大桥全长14公

里，其中济南黄河公铁两用桥是
我国首次建设的大跨度刚性悬
索连续钢桁梁公铁两用桥，上部
为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设计
时速100公里；下部为石济客专
正线和邯济胶济联络线，设计时
速分别为250公里和120公里。

石济客专正式通车后，济南
将新增一条高铁大动脉。济南东
站将集济青、济莱、石济、胶济、
郑济等高铁线路，济滨、济泰等
城际铁路及济南地铁R3线、M1
线于一站，成为济南东部重要交
通枢纽。与此同时，“携河北跨”
的重要战略通道也将逐渐打开。

此外，新东站正在建设中，
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目前新
东站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大半，8
月底前有望封顶。南广场地下2
层的地铁R3线车站和地下3层的
M1线车站主体结构已封顶，预
计4月底完成地下一层施工。

办出入境证件
“只跑一次”就行

5月1日起，全国实行办理出
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
申请人到办理窗口一次即可完
成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申
办手续。目前济南市11个出入境
接待大厅均已实现办证“只跑一
次”。此外，济南市区内的6个出
入境接待大厅可在周六全天提
供办证服务。

“‘只跑一次’是指对符合法
定受理条件、申请材料齐全且符
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到出入境
接待大厅一次可完成申办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
湾通行证及签注三类出入境证
件。”济南市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
张震介绍，为了方便上班族办证，
除工作日外，济南市出入境管理
局和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历城
五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周六也能全
天办证，长清、章丘、商河、济阳、
平阴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将继续在
周六上午提供办证服务。

记者 刘紫薇

近日，省政府下发通知，调
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并发布2018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调整后，我
省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为1910
元，在全国列第5位，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最高档19 . 1元，在全国列
第4位。

调整后的全省月最低工资
标准为1910元、1730元、1550元，较
调整前分别增加了100元、90元、
8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9 . 1
元、17 . 3元、15 . 5元，分别增加了1
元、0 . 9元、0 . 8元，二者平均增幅
5 . 5%。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适
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
业劳动者。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
准从今年6月1日起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工资
发放的标准，而是说对于提供正
常劳动的职工，企业支付的工资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
负责人介绍，2017年至今，全国已
经有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
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还将调
整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居
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记者 刘一梦

□记者 刘紫薇

近日，泉城夜宴的重头戏
“明湖秀”进行了首次公开试
演。当晚，在大明湖北岸，一道
道色彩缤纷的光束、一幅幅精
美绝伦的水幕影画吸引了不少
游客驻足观赏。首次公开试演
后，有消息称“明湖秀”五一之
后将正式商演，但记者咨询济
南市文旅集团了解到，目前商
演时间还没确定，“明湖秀”一
场演出为30分钟，对岸设有VIP
座区，具体收费标准也未确定。

湖边的柳树在清风的裹挟
下缓缓摇曳，五彩斑斓的灯光
绽放在湖面上。在活泼轻快的

蝴蝶戏泉的序曲中，“明湖秀”
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太震撼
了！”济南市民刘女士在看到试
演之后感叹，等“明湖秀”正式
开演，一定要带家人一起来看。

首次试演之后，五一期间
“明湖秀”没有再进行表演。“接
下来不再试演，近日将安排正
式的商演，一场演出30分钟。”济
南文旅集团工作人员说，在明
湖秀表演区的正对面，还设有
VIP座区。“市民游客进入VIP座
区观看需要交费，目前具体收
费标准正在商讨中。”该工作人
员说。由于大明湖风景区是开
放式景区，水域面积大，除了
VIP座区可观赏外，在湖岸边，

市民游客也可以一览“明湖秀”
的美丽景观，边游湖边看秀，别
有一番滋味。

“明湖秀”以大明湖为载
体，用济南故事展现人文画卷。
市民游客可以伴随音乐欣赏到

“以泉为形”、“以泉为景”、“以
泉为魂”和“从历史走向未来”
四个篇章的水秀故事、大型摇
摆喷泉和矩形水幕。光影落幕
后，市民还可以通过手机将自
拍照传至水幕，与水秀互动。

此外，为保障市民游客的
游园安全，正式演出时，大明湖
风景区外围将根据客流情况实
行交通管制，景区内游园路线

“单向循环”。

经过七个月的修复提升，济
南 现 存 最 大 规 模 的 古 建 筑
群——— 华阳宫，于4月28日修缮完
毕，正式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
五一假期，华阳宫成为了济南东
部景区的主力新军。假期首日华
阳宫接待游客1800人，是重修前
一年平均客流量的一半多。

修缮后的华阳宫，在视野
上更为开阔。“站在一宫门外
面，对面就是华山，右边可以看
到卧牛山的全貌，进到二宫门
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济

南城市建设集团华阳宫修复工
程相关负责人郑兆宇表示，未
来华阳宫的景致还会继续升
级，“将来在绿地广场南侧会形
成新的华山湖，空间更开阔，游
人从华山湖边进入华阳宫，从
开阔的空间进入半围合状态再
到围合空间，结合湖光山色，会
有更多空间变化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华阳宫周
边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受道路
维修等方面的制约，到最近的
公交站牌也要走四五公里，因

此建议游客采取开车或骑行的
方式前往参观。景区开放时间
为上午9点至下午4点。

据了解，华阳宫古建筑群
最早的文字记载在晋代，是一
处集佛、道、儒三教为一体的古
老庙宇群，以地处济南市东北
向的华山之阳而故称，现有建
筑36座，建筑面积2817 . 56平方
米。修缮前的华阳宫建筑群出
现了屋面漏雨、瓦件残破、局部
木结构歪闪，油饰彩画褪色、剥
落等残损状况。据《济南时报》

●“神捕”车亮相高速公路
能抓拍占用应急车道

五一假期，一辆具备移动
和固定抓拍功能的“六眼神捕”
亮相京台高速。据了解，“神捕”
装载的系统叫作“高速公路全
景抓拍系统”，车顶的六眼抓拍
摄像头能对高速公路上的违
停、倒车、占用应急车道等行为
进行抓拍。今后这种“神捕”车
还将更多应用到城市道路上。

据《济南日报》

●“抖音”火了济南游
五一假期游客同比增长24%

今年五一小长假，济南旅
游“火”了一把。不仅省内游客
前来济南，不少省外背包客也
出现在济南的大街小巷“打
卡”。这和节前济南在“抖音”
APP上的火爆不无关系。5月1
日，济南市旅发委发布3天假日
数据，全市重点监测的天下第
一泉景区、千佛山景区、方特东
方神画、九如山等12家景区点
累计接待122 . 72万人次，同比增
长24 . 4%，实现营业收入3081 . 4
万元，同比增长26 . 7%。

据《齐鲁晚报》

●济南小老板
能用微信办营业执照了

5月2日起，济南市的市场
主体通过微信“济南工商企业
注册”公众号，进入“业务办理”
中“网上登记”的“全程电子化
入口”就能办理营业执照了。申
请人需先上传所需材料电子版
或照片，进行身份认证，材料通
过在线审核后，申请人便可直
接到登记窗口领取营业执照。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李晨

●济南环山绿道建设
将有专项规划

近日，济南市规划局表示近
期将会同市林业与城乡绿化局，
开展《山体公园专项规划》《环山
绿道专项规划》，明确山体公园
主题、环山绿道建设方案，并细
化山体周边建筑形态、高度、风
格等标准，预留观山廊道。综合

●济南坡度最大坡道
千佛山南路改造完成

5月1日，全长1356米的千佛
山南路（舜耕路-旅游路）改造
完成，全线恢复通车。路面重新
铺设了沥青层，两侧人行道全
部更换了透水砖，非机动车道
喷上了绿色油漆。据了解，千佛
山南路是济南城区内坡度最大
的坡道，4月22日起开工，7天完
成改造。 据大众网

●济南最大棚户区
变身高层住宅和湿地景观

近日，在近200米高的华山
山顶向北眺望，此前旧村的低
矮平房变成了连片的高层住宅
楼，低洼坑地经绿化改造形成
了约200亩的华山湖湿地景观。
据了解，华山片区改造项目从
2013年征拆工作正式启动，规划
改造总占地14 . 69平方公里，涉
及23个行政村，外迁10万余人，
拆除各类建筑424 . 3万平方米，
是济南史上体量最大、难度最
大的棚改旧改项目。

据《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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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济济客客专专铁铁路路工工人人正正在在铺铺轨轨。。（（资资料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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