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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红 张鹏程

“用电代替煤成本有没有增加？”“能效
怎么样？”10月28日上午11时许，省委副书记、
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在北控水务集团污水源能
源中心，详细询问电代煤项目的运行情况。

在治霾的进程中，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方
能治本，而电代煤、气代煤则是重要一环。因
此，济南力推电代煤、气代煤等清洁能源替代
工作，一大批排放高及污染大的燃煤锅炉被淘
汰、改造。

据介绍，北控污水源能源中心项目是采用
污水源热泵技术，利用北控水务集团的污水资
源，冬季采集来自污水的低品位热能，借助热
泵系统，通过消耗部分电能，将取得的能量用
于供暖。这一项目的设计供热能力为40万平方
米，项目全部建成后，每采暖季可节约标煤
5897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0吨，减少氮氧
化物排放量42吨，减少一氧化碳排放量135吨，
减少烟尘排放量65吨。

王文涛表示，利用污水资源供暖可谓一举
两得，要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更大范
围推广，和市政集中取暖实现差异互补。并且

要尝试在新农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中探索分
布式供热等新取暖方式，以节能降耗，减少大
气污染排放。

据统计，9月份山东空气质量改善幅度，
济南市排名第一，改善幅度为28%。9月份济南
市区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21天，占70 . 0%，
良好以上天数比上年同期增加10天。济南气质
的不断改善，离不开济南一系列“精准治霾”
的高招。

日前，济南在国内首创使用出租车来监测
大气颗粒物，车载监测设备可以同时监测
PM2 . 5和PM10两项指标，每3秒就可以获得一
组数据，并且实时传输位置和监测数据。如此
一来，每天可覆盖95%以上的城区机动车道
路，通过多车接力可实现24小时连续监测。以
往的空气质量监测往往都是靠固定点位进行，
数据获取的来源稍显不足，无法完全抓取那些
移动、突发的扬尘污染，出租车移动监测平台
却能解决这个难题，为网格化监管提供了数据
支持。借助智慧环保大数据监管平台，出租车
获取的联网数据可自动生成一幅精细城市霾
图，可以为精准治理提供依据。

据了解，为了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进

一步减少大气污染，济南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
构调整上也下了大工夫。济南市发改委成立了
市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协调小组，制定了
“一控五减”降煤措施(控制新上煤炭项目，
减少锅炉燃料消费、工业煤炭消费、煤炭低效
消费、采暖季煤炭消费、燃煤污染)，同时在
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比重方面，策划实施清洁取
暖试点工程、“外电入济”工程以及“外气入
济”三大清洁工程。目前，市发改委配合市建
委等部门确保完成5万户，并力争完成9万户以
上清洁取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在“外电入
济”方面，1000千伏锡盟——— 济南特高压工程
及500千伏配出工程已于2016年7月1日启动送电
工作，年送电可达220亿千瓦时。“外气入
济”则推进中俄东线济南段、中石化济青复
线、中石油泰青威管线建设，能为济南增加输
气能力27亿立方米。

“截至目前，济南东部老工业区已有54家
企业搬迁，山东球墨铸铁管有限公司已于2016
年关停，今年7月初济钢实现全面停产。”济
南市环保局防污处处长张瑞海对记者说，这些
排污大户的离场，将极大地降低工业气体向空
中的排污量。

此外，在2016年完成建成区131台35吨及以
下燃煤锅炉淘汰任务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将燃
煤锅炉淘汰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市，市域范围
内323台35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已全部淘汰，94台
35吨以上燃煤锅炉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80台。
排查取缔茶水炉等低空排烟设施2344台。

下一步，市环保局将确保全面完成燃煤锅
炉改造、低空排烟设施排查取缔、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重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清洁取暖、
错峰生产等各项工作；对排污企业、施工工
地、主次干道、渣土倾倒场等污染源以及各
区、街镇实现在线监测，24小时不间断监管。
另一方面，对重点任务进行实施督查考核，对
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部门监管责任不到位
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王文涛说，治霾是场持久战，近期济南采
取的一系列精准治霾举措取得了成效。今后要
进一步深化和落实精准治霾举措，确保环境空
气质量不断改善。据悉，今后3年济南将对1 . 53
亿平方米采暖面积进行清洁改造，通过采用宜
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热则热，利用地热、电、天
然气、大型沼气等新能源，最大限度地代替传统
煤炭实现供暖，到2020年达到100%清洁取暖。

精准治霾给市民更多“泉城蓝”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关学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30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发布《关于8、9月份全市建筑施工扬尘治理
检查情况的通报》，对扬尘治理较差、整改不及
时或屡改屡犯的汉峪片区B6地块建设项目等16个
项目的参建单位和属地管理部门，予以全市通报
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相关参建单位计入不良行
为记录，纳入诚信评价体系，并将其违规行为移
交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处罚。

记者看到，由济南东创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
汉峪片区B6地块项目，项目负责人为郭新成，
施工单位为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为刘旭群，监理单位为山东新昌隆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项目总监为刘晓奇，属地管理单位为高
新区舜华街道办事处。主要存在问题是：施工现
场大面积裸土未覆盖；土方施工未采取湿法作
业；建筑和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且未覆盖。

其他15个项目分别是：2017年济南市断头
路、瓶颈路治堵工程汽车厂东路，融汇城玫瑰公
馆二期房地产开发项目B1地块，万科龙湖城市
之光(A-4地块)房地产项目一期，济南世茂天城
项目1 . 5期，济南世茂天城项目1 . 3期，地平梦世
界一期A地块、B-1地块，九曲片区C-2地块开发
项目，华润置地(山东)兴隆片区二环南路南侧F-
4地块项目，商河鑫隆·颐景城13#楼，济南第九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二标段项目，山水泉城
尚城一期项目，平阴县美食城(绿色通道工程)，
绿地中央商务区B12、B13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山东熊猫乳业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浓缩乳制品(炼
乳/稀奶油/乳酪)，济南鸿鹏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新风空调机组厂房项目等。

同时，济南市还对扬尘治理措施落实较好的
济南市历城区便民服务中心等21个项目的参建单
位和属地管理部门予以全市通报表扬，纳入诚信
评价体系。

济南通报建筑施工扬尘治理检查情况

16个扬尘治理较差项目

被处罚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10月27日、28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
书记王文涛深入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中国)有
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等企业，历下区甸柳新村街
道第二社区、千佛山街道历山名郡社区、郎茂
山农产品市场、市中区七里山街道泉景社区以
及轨道交通R1线、二环路快速路、北控污水能
源中心等重点工程现场进行调研，与广大干部
群众面对面宣讲十九大精神。他强调，要以实
际行动落实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让群众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重阳节活动，拟联系口腔保健服务”

“小区21号楼地下车库私建化粪池问题”“小
区养狗问题”……

10月27日下午3点15分许，在历下区千佛山
街道历山名郡社区会议室，一块记事板上记录
的近期社区居民协商事项，引起了前来实地调
研协商民主工作开展情况的王文涛的注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重要作用，并就做好协商民主工作进行
了专门阐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紧密
联系实际。要让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最重要的是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如何避免政府买
单群众不买账？靠协商民主！”王文涛对围拢
来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说。

近年来，历山名郡社区积极探索推进协商
民主，不断拓宽协商渠道和范围，丰富协商内
容和形式，逐步建立了“党建统领、社区主
导、多元参与、协商推进”的协商工作法。在
今年拆违拆临中，社区“两委”通过社区民主
协商委员会，会同物业公司、社区法律顾问、

群众代表等对违建业主做工作，使很多居民自
愿拆除了违建。

王文涛对社区推动协商民主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他说，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
要方法。通过商量，可以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进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王文涛鼓励社区继续优化完善协商民主工作方
法，切实做到民事、民议、民决。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摊位开业多长时间了？市场环境怎么

样 ？ 海 鲜 都是从 哪 儿 进 来 的 ？ 价 格 怎 么
样？……”

10月27日下午3点50分左右，郎茂山农产品
市场。当22岁的摊主杨秀广听到询问自己的是
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时，这个在深圳闯
荡两年后回济创业的小伙子心里还一个劲地犯
嘀咕：领导怎么还关心这些小事啊？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就要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前来调研便民服务设施运行情况的王文
涛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
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

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
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对于广大群众来说，
“开门七件事”与自身生活、利益息息相关，
件件都是大事。

随着前期拆违拆临的全面推进，七里山等
多个马路市场和肉菜店被拆除，涉及商户550
多家，周边群众生活受到了一定影响。为此，
市中区启动了国家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创建工
作，郎茂山农产品市场建成投入运营。目前，
市场运营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现有柜台130多
节，蔬菜经营业户25家，每天客流量1万人以上，
周末多达2万人，市民反响良好。

王文涛认真察看了质量检验、水产品、蔬
菜、肉品等柜台，检查了市场卫生及检验检疫
情况。每到一个蔬菜柜台，王文涛都详细询问
菜价，对比之前马路市场的菜价，与前来购物
的附近市民交流情况。当市民普遍反映菜价与
之前的马路市场相比并没有提高，但这里更卫
生、更安全时，王文涛十分高兴。

王文涛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
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
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和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具体事项上。
济南在推动拆违拆临时就已经考虑到便民服务
设施的建设问题。现在，违法违章建筑拆除
了，社区绿地建好了，规范卫生的便民市场建

好了，周边群众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各
县区要互相学习便民服务市场的建设经验，让
更多市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决打赢治霾治堵攻坚战

当前，治霾治堵备受广大市民群众关注。
10月28日上午，王文涛在查看轨道交通R1

线大杨庄站盾构施工情况后说，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广大市民群众渴望早日坐
上地铁，这是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R1线串联
西部城区，R2线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有重要作
用，R3线将使空铁联运成为市民出行新方式。
要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进度，符合条件的区段要尽快投入试运
行，让广大市民群众看到轨道交通建设的成果。

“试运行的第一列地铁，要邀请为轨道交
通建设作出贡献的市民群众和建设者试乘试
坐，让大家感受轨道交通建设的成果，对他们
的付出贡献表示感谢。”王文涛专门强调。

二环路快速路网建设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
堵压力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建设者的辛勤努
力，二环西路南延高架工程用时17个月实现试
通车，工业北路高架路工程仅用15个月就完成
了高架路全线试通车和地面道路全线临时通
车，创造了城区快速路施工的“济南速度”。

王文涛在实地察看通车情况后说，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现阶段，广大市民群众十分关心治
霾和治堵工作。这些建成和在建的二环路快速
路网建设工程，可以进一步完善全市路网结
构、拉开城市建设框架，对于阶段性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要弘扬创造快
速路网建设“济南速度”的精神，加大交通工
程建设力度，能早通车的要早通车，能部分通
行的就先部分通行，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通畅
的出行环境。

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与广大干部群众面对面宣讲十九大精神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国未来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出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抓好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关键在落实，要紧密联系实际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 本报记者 申红 饶翔宇

10月27日，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通建设委员会获悉，作为
快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北、二环西南延高架路于当日
24时开始试行通车，这意味着加上既有高架，济南高架路已经
连成了环。另外，随着高架路延伸并连接绕城高速，27条瓶颈
路被打通22条，济南“高快一体”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将有望
在年内实现，届时市区交通拥堵状况将得到较大缓解。

“工业北路高架路主体施工已完毕，路面交通标线已画
好，路灯和隔音墙也基本装好。”济南黄河路桥集团分公司副
经理郭瑞介绍，高架路路面目前已具备通车条件，在完善地面道
路部分路段的沥青摊铺等收尾后，桥上、地面最快可以在11月底
通车。而二环西路南延高架路已与二环南路、南绕城高速成功“牵
手”，也将于本月底正式通车，地面道路施工也将加快。

工业北高架路13 . 1公里，西接全福立交、北园高架，东连
郭店立交与绕城高速东线实现无缝连接，成为横贯城区最长的
东西快速路。同时，工业北快速路从东到西串联绕城东线、凤凰
路、奥体中路、二环东路、历山路、大纬二路，直至二环西路的城市
快速交通走廊。连接主城区、新东站、华山、唐冶等片区，综合交通
功能发挥到最佳水平，将有效推动东北城区的发展。

二环西南延高架路南接党家庄立交与绕城高速南线互通；
北连腊山立交、二环西高架北段，直通天桥立交与绕城高速北
线相连，成为第一条纵贯城市南北的快速通道。届时，两条快
速路的建成通车，将大大“缩短”东北片区、西南片区与主城
区的时空距离，从东绕城郭店立交，直达二环西匡山立交至西
城区，行车时间节省1小时；二环西南延高架不仅打通了西南城
区快速出入通道，真正融入主城区，从党家庄立交直通经十
路，经凤凰山立交、二环南，可直达英雄山路，行车时间节省
30多分钟，也就意味着“从济南东北的郭店立交桥到济南西南
的党家立交桥最快半小时”。

工业北、二环西南延高架顺利通车是否意味着济南市区的
快速路网已经基本构成呢？据了解，按照目前规划，济南两横
三纵快速路网长105公里，具体为北园高架+工业北路高架、二
环南路高架“两横”，二环西高架、顺河高架、二环东高架路“三
纵”。其中北园大街13 . 5公里、顺河高架8 . 5公里、二环西路8 . 5公
里、二环东路10 . 5公里、二环南路12公里，共计53公里，除去中间的
顺河高架路，加上即将通车的二环西路南延，济南市区内的二环
快速路网共计48 . 5公里。不过，工业北路高架、二环西路南延高架
路试通车后，两横三纵快速路网仍有缺口。

据悉，目前在建的二环东路南延工程建设总里程10 . 7公
里，北起燕山立交，向南设高架桥上跨旅游路，经搬到井村、
小岭村、大岭村后，在涝坡村与济南绕城高速南线连接。二环
南路东延建设总里程12公里，工程西起山东大学南校区，连接
二环南路高架桥工程，向东经搬到井村、龙洞村、设互通立交
连接龙鼎大道，继续向东经老石沟村、太平庄村、车脚山村，
设互通立交连接在建凤凰路后，止于港九路济莱高速港沟收费
站。两个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通车，项目完成后，从燕山
立交到港沟收费站仅需20分钟，比现在缩短近一半时间。此
外，顺河高架南延一期工程已于4月27日提前通车，二期工程已
经实现玉函路隧道全线贯通，年底可以通车。

此外，今年年初制定的泺安路西延等27条丁字路和瓶颈路
的打通建设任务，截至目前，玉兴路、北关北路、顺河高架南
延一期工程、公益街、西泺河路、土屋路、旅游路西段、万寿
路西段、卧龙路等22个项目已全部打通。其余5条丁字路、瓶颈
路正在紧张施工中。其中，泺安路西延、电建路和坝王路将于
11月底通车，腊山北路和刘长山路年底前通车。

在此基础上，目前顺利通车的工业北高架路、二环西南延
高架路将与年底完工的顺河高架南延、二环南路东延、二环东
路南延等3条快速路共同构成两横三纵105公里的城市快速路网
体系，并与绕城高速实现“高快一体”的交通格局。

两横三纵快速路网年内成形
□记者 张鹏程 实习生 马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民以后足不出户，不动

产权证书即可邮寄到家。日前，济南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和济南市邮政速递EMS进行了合作签约
仪式，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今年7月5日起开
展EMS领证服务调研，至今已经全面完成了窗
口试点，该服务新举措将全面铺开。

记者了解到，之前济南市民要领取不动产权
证书时必须到不动产登记大厅现场领取，尤其是
对于距服务大厅远、上班难请假的市民来说，这
无形中给领证市民增添了费时费力的烦恼。而与
EMS的合作及时地解决了这些烦恼，使“群众
跑腿”变“信息跑路”，使“群众来回跑”变
“部门协同办”，有效提高了办事效率。

据悉，产权人申请EMS领证服务时，只需
在第一次前往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受理窗口时，
提前在受理窗口做好登记和税费缴纳后，在工作
人员的见证下，自愿填写EMS领证服务申请
表，即可享受EMS领证服务。济南市区(除乡镇
村外)，EMS能够确保在48小时之内寄送成功。
收费原则为证到付款，济南市区内15元，市区以
外全国范围内22元。

对于市民所担心的安全问题，济南市邮政速
递EMS相关负责人表示，鉴于不动产权证书的
邮件特殊性和不动产登记中心对于不动产登记证
书的投递要求，为该项目量身打造了投递流程。
采取特殊专用快递包裹，所有的专递人员皆有备
案，专人派驻和揽收，一本一人专递的方式进行
寄送。邮政EMS投递人员在拿到需要投递的不
动产权证书之后，会电话联系收件人，对不在登
记原址的收件人不做改址投递，投递时核对收件
人身份，并对收件人、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进
行合照并存档，以作正确投递依据，百分之百地
确保投递安全。

济南不动产权证书

可邮寄到家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李俊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在全社会传承和发扬爱老爱

家的传统美德，10月27日，济南市妇联对外发布
该市20户“最美孝老家庭”名单。

这20户“最美孝老家庭”分别是：杜秀英家
庭，孙月英家庭，丁瑞云林明志家庭，崔金云安
顺生家庭，穆永蕾赵义家庭，张春红李峻岭家
庭，窦秀娟杨彬家庭，季富荣郭京堂家庭，李和
祥家庭，柏绪寒艾传坤家庭，孟兰英赵光杰家
庭，张桂枝何书照家庭，李庆华王希全家庭，张
兴娥郑建军家庭，白茂霞李勇家庭，李作莲王有
锋家庭，王继运孙洪玉家庭，宋翠芳刘太文家
庭，李金凤张敬国家庭，孙银燕兰长明家庭。

“最美孝老家庭”揭晓

□记者 王世翔 通讯员 王娜 报道
10月28日，山大附中初二11班的同学读着家长写给自己的

一封信，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当天，山大教育集团
组织初二年级的师生和家长参加了主题为“成长·感恩·责任”
的14岁成长礼，让处在青春期这个特殊成长阶段的同学们在关
注学习的同时，懂得感恩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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