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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文 锋 高 磊

教育发展 保障先行

“现在孩子们的教室很宽松，每个班的人
数也不是太多，比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好了很
多。”泰安市民陈女士的儿子今年读一年级，
看到现在学校的教学环境她觉得很满意。

泰安市不断加大投入，着力解决城镇中小
学大班额问题。仅2017年，泰安市财政局便投
入51 . 89亿元，新建扩建中小学237处，推进解
决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基本完成“全面改薄”
任务。

泰安一中新校区投资6 . 5亿元，高起点高
标准建设。2017年，泰安一中新校区顺利启
用，第一届学生在这里开始了崭新的高中生
活。新老校区生源均衡，新校区是百年名校的
传承和发展，为提升泰安教育质量带来强劲力
量。

与泰安一中新校区同时启用的，还有泰安
市实验学校万境水岸小学、英雄山初级中学、
岳峰小学高铁校区、岱岳实验中学天平校区等
4所学校，同时，高铁新区共新建中小学8处。
新学校高标准建设，向城市西部、南部布局，
逐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现了城区教
育资源的提质扩容，把更多的孩子纳入到泰安
幸福教育圈。

教育发展，保障先行。本着教育优先发展
的思路，全市各级政府从人、财、物等方面全
力支持教育发展，不断完善教育保障体系，让
百姓切实体会到民生保障带来的实惠。按照小
学710元、初中910元标准，全市统一了城乡义
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对寄宿制学校
按照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
助；对农村不足100人的规模较小学校按100人
核定公用经费，超过100人不足200人的规模较
小的学校按200人核定公用经费；特殊教育学
校生均公用经费达到6000元……

公共财政阳光照进每个角落

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险已实
现对全体公民的制度全覆盖。在服务方式不断
改进的同时，泰安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也在不
断深化，保障能力不断增强。2017年，全市共
收缴社会保险费142 . 6亿元，发放社会保险待遇
134 . 8亿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自2005年起实
现“13连涨”。

全市投入5 . 4亿元，用于社会福利救助、
优抚对象保障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
落实。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至平均499元/月
和每人每年3762 . 5元，城乡低保标准之比缩小
到1 . 6:1。直接医疗救助水平、临时救助人均水
平分别达到2915元、2197元，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五保供养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全面建立，
基本生活标准全部达到每人每年5200元。“一
站式”医疗救助即时结算机制实现县级全覆

盖，5年累计救助群众41 . 3万人次。
全市投入资金10 . 7亿元，完善了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投入3 . 3亿元，进一步提高了
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人员供养水平。全市养老
床位达到3 . 7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
位达到37张。

此外，全市投入资金19 . 1亿元，健全完善
了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政府补助标准由
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投入2 . 8亿元，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年人均45元提高
到50元；投入1 . 1亿元，用于公立医院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为民撑起“保护伞”

2017年，泰安市及以上财政还落实资金5 . 8

亿元，支持全市实施棚户区改造34039套；争取
国家开发银行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39 . 6亿元，
支持24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特别是围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市及以
上财政落实资金7 . 6亿元，支持产业扶贫、金
融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各类项目加快实施；
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资金3亿元，
支持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
护；全力争取泰山山水林田湖修复工程纳入国
家第二批试点范围，中央和省财政下达首批补
助资金9 . 6亿元。

把民生事业放在财政保障的首位，泰安市
财政局把富民政策、暖民举措，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事”，为民撑起了全覆盖式的
“保护伞”。

□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马延庆 付 野

精准制订电网规划

1月5日，山东省电力公司《山东电力动
态》刊发了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电网规划《精准
制订城区电网规划提升供电可靠性》的典型经
验。该公司持续强化基于“供电单元、功能区
块”的城区电网规划理念，合理预测饱和年负
荷，突出“四个抓手”精准制订城区电网规
划，加快项目落地实施，电网供电能力、供电

可靠性等指标得到了全面稳步提升。
近两年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突出抓电网

规划研究，高效对接城市功能区划。根据《泰
安市城市详细控制性规划》，先后完成高铁新
区、徂汶景区以及南部高新区等重点片区规
划。创新基于立体空间和模块化的“一点两
线”规划理念，将中心城区划分为28个功能区
块，开展基于“供电单元、功能区块”的饱和
负荷城区电网布局规划，规划变电站布点全部
纳入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

同时，突出抓重点项目跟进，全面优化城
区电源布点落地。结合泰安城区重点项目建
设，优先考虑变电站布点满足区域用电需求，
先后建成110千伏龙腾、邱家店、时代、南湖变
电站，满足了泰城核心区、时代发展轴新增用
电需求。

公司多措并举提升供电能力，首选主变增
容解决土地资源紧缺、备用容量不足城市区域
的负荷快速增长需求。突出抓网架结构优化，
因地制宜提高供电可靠性。针对高、中压网架
薄弱区域，优先考虑新增220千伏布点，投产
220千伏东牛输变电工程，完善了泰城南部区域
电网网架。针对城区线路走廊紧张的问题，选

择改变高压线路T接点、进线延伸等方式，解
决了城区多座110千伏变电站供电电源来自同一
上级220千伏变电站、供电可靠性不高的问题。

电网建设快速推进

1月5日，山东省电力公司组织对全省49个
业主项目部进行了2017年“示范业主项目部”
评选活动，全省有9个“示范业主项目部”获此
殊荣。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建设部（项目管理中
心）赵朋昌担任业主项目经理的“泰安东平安
村220千伏变电站等工程业主项目部（变电工程
第一业主项目部）”获此殊荣。

2017年，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围绕全市发展
大局，坚持“改革创新 提质增效”工作思
路，年初明确“抓电网建设，促质量提升，争
创立功竞赛先进单位”工作目标，全力推动了
泰安区域电网建设安全优质快速开展。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在
新泰、东平、宁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攻坚克难，±800千伏内
蒙古上海庙-山东临沂特高压工程（泰安段）
组塔、架线、通道清理全部完成，工程进度全

省领先，有效优化了山东能源结构，切实拉动
了地方经济发展。

在电网建设中，国网泰安供电公司领导班
子对23项重点工程实行责任包保，靠前协调解
决各项制约问题，全力推进电网快速建设，
2017年完成35千伏及以上工程投资3 . 69亿元，共
启动建设输变电工程23项，其中泰山区、岱岳
区境内3项，肥城市境内6项，新泰市境内3项，
东平县境内7项，宁阳县境内4项，总规模线路长
度255公里，变电容量158 . 45万千伏安。截至目前，
15项工程全部按计划开工，11项工程按期投产，
投产规模线路长度34公里，变电容量39 . 15万千
伏安，圆满完成2017年“2311”电网建设任
务，公司作为全省两家率先完成全部开工及投
产任务的单位之一，受到省电力公司表扬。

截至目前，泰安电网以220千伏为主网架，
网内有500千伏变电站3座，市、县公司所属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149座，变电容量1266 . 47万千
伏安；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383条，线路长度
4506公里。网架结构的不断优化、变电容量的
持续增加，使泰安市供电区域划分更加清晰、
供电可靠性得到切实增强，为建设繁荣文明和
谐宜居的幸福泰城提供了更坚强的电力保障。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丁大伟 刘 兵 报道

本报泰安讯 2017年，泰安市援疆指挥
部通过探索“互联网+物流”模式，援助建
设了岳普湖县电子商务园区，把原来分散在
县城各个地方的物流、快递公司全部集中到
物流园区，全力打造现代物流业。如今，岳
普湖县“互联网+物流”，不仅方便了群众
的生产生活，也助推了各族群众增收脱贫。

在推动“互联网+物流”过程中，泰安援
疆指挥部从整合特色农产品、提升农村流通现
代化水平、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注重抓好品
牌培育，把产品推广和带动贫困户就业相结
合，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升级，助力脱贫攻坚。

去年，泰安援疆指挥部助力岳普湖县以电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为抓手，破解城乡物
流配送瓶颈，推动完善农产品“上行”网络销售
渠道和农村现代市场体系，援助建成了5000平

方米的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货物分检中心和53
个乡村服务站点，为全县9个乡镇73个村培训
了共计3944人次的电商技术人员，其中培训贫
困户1338人次，为贫困户脱贫奠定了基础。

目前，电子商务展厅内展示了两百余种
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包括民族手工艺品、
民族刺绣、烤肉、牦牛肉等，并通过电子商
务进农村、组织创业培训等，解决当地贫困
居民就业500余人，不仅达到了以产业促就

业、以就业促脱贫的目的，还把岳普湖县的
“天赐岳礼”品牌推广了出去。

“要借争创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为契机，大力发展‘互联网＋物流’，着
力解决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打造农村商贸
物流最后一公里，利用电子商务推销岳普湖
县特色农产品，带动贫困户就业，发挥电子
商务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泰安援
疆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指挥刘伟说。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张 成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从泰安海关获悉，根据
海关总署发布的2017年第68号公告规定，自
2018年1月1日起，进出口企业暂缓向海关报送
2017年度《报关单位注册信息年度报告》（以
下简称“年报”）。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报关单位应
于每年6月30日前向注册地海关提交年报。

“每年都有不少企业因各种原因导致年报
逾期。”泰安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按
规定报送年报的企业将会被列入异常名录实施
严密监管，并将影响企业信用。

据了解，目前海关总署正在按照国务院统
一部署，会同工商、商务等部门推进企业年报
“多报合一”改革工作，待改革完成后，进出
口企业将通过国家统一平台报送年报，具体报
送时间、方式和年报内容等将另行公告。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刘琳琳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年来，泰安市紧紧围绕消
防工作“社会属性”下功夫，始终把挑战当机
遇、以创新求突破、用实干促发展，以“攻坚克
难不畏难、面对难题敢担当”的信心和态度，致
力加强消防工作责任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实现

“高平台上新跨越、好基础上新发展”。
持续开展消防专项行动，坚持瞄准靶心防

大火、夯实基础控小火，在扎实开展夏季消防
检查、冬春火灾防控、高层建筑和电气火灾综
合治理等“规定动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谋
划“自选动作”，自主开展文物古建筑综合治
理、公安派出所执法能力提升等专项活动。建
立部门联合执法隐患通报机制，推动民政、教
育、文物等8个行业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建
设，组织开展分行业消防专项检查120余次，
现场通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以短平快的执法
手段，强力震慑违法行为，力争做到火患整治
“零盲区”。去年以来，泰安市公安消防部门
共检查单位2 . 4万家，督改隐患8 . 5万处，行政
处罚802 . 9万元，14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单位
整改销案，全市火灾形势保持高度稳定。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杨 龙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规范和统一全市森林火灾
报警，自2018年1月1日起，泰安市正式启用森
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今后，凡在泰安
市发现森林火灾，用手机或者固定电话拨打
“12119”，报警电话将直接接入市森林防火
指挥中心，再由市级指挥中心将火警信息传递
到发生林火的所在县（市、区）、市属有关单
位，就近快速调集扑火队伍赶往现场进行扑
救。同时，各级各单位原森林防火值班及报警
电话继续使用，双线并行。

泰安市是全省重要的林区，森林面积尤其
生态公益林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其中山区
国有林场10处，而且泰山林场、徂徕山林场分
别为全省第一、第二大国有林场，尤其泰山是
世界首例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被誉为“五岳独
尊”和“东方历史文化宝库”，森林防火责任
重大，任务艰巨。“12119”森林火灾报警电
话的开通，将会大大加快全市范围内发生森林
火情时的响应速度，能有效预防森林火灾的发
生和蔓延，为快速处置火情争取更多的时间，
对保护森林资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泰安火患整治

“零盲区”

泰安海关进出口企业

年报暂缓报送

泰安开通“12119”

森林火灾报警电话

加大电网建设投入，满足新增用电需求，国网泰安供电公司———

精准规划，提高供电可靠性

泰安市把民生事业放在财政保障首位

财政“蛋糕”做大，民生支出创新高
◆2017年，泰安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356亿元，其中用于各项民生事业的支出

达到282 . 2亿元，同比增长6 . 1%，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达到79 . 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 . 3

个百分点。民生支出再创新高，民生占比

再达八成，确保了各项政策全面落实，保

障标准稳步提高。

产品推广和贫困户就业相结合，泰安援疆指挥部———

“互联网+物流”助力脱贫攻坚

◆去年以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通过加

大电网建设投入，加快项目落地实施，有力

满足了新增客户用电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电

网的供电可靠性，促进了泰安地方经济建设

和百姓生活的快速发展。

作为泰山脚下土生土长的泰安人，张洪国是一位“草根”根雕师傅。他不是科班出身，

却痴迷根雕艺术30余年，走遍了泰安的大街小巷寻“根”。大到花架，小到笔筒、把玩等，

共创新制作完成根艺精品400余件，其作品多次获奖。

在张洪国看来，每个树根都可以造出很多种不同的形态，但是为了保留材料原有的天

趣，必须尊重自然。

□记者 刘培俊 报道

痴迷根雕

潜心创作30余载

□记者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2017年12月31日，2017“中

华传世名石”北京盛典举行，其中六尊泰山观
赏石入选。

中华传世名石组委会2017年度从全国推荐
的13000多方观赏石中，遴选出450方，2017年
12月30日，在北京东方大学琼花艺术博物馆进
行现场大众投票，又经中国观赏石高级价格评
估师、一级鉴评师毕崇毅等13位专家公开鉴
评，评选出100方“中华传世名石”，其中六
尊泰山观赏石入选，分别是：赵广信的藏石
《菩提树下》、宋绪岩的藏石《观音》、韩世
文的藏石《一代帝王》、宋宪昌的藏石《鹤寿
延年》、郑树新的藏石《泰山神牛》、泰山赏
石源的藏石《狼图腾》。

稳如泰山、重于泰山、国泰民安，诠释了
中华民族高尚的品质和理念。泰山石被奉为泰
山石敢当的化身，其图文丰富多彩 : 人物、
动物、文字、数字、日月星辰、山水风光、花
草树木、文墨武戈等包罗万象。泰山观赏石源
自泰山山脉的峡谷、河流中，主要由花岗岩、
片麻岩、混合岩组成，质地坚硬、形态各异、
色彩丰富、纹理清晰、韵意深邃。

泰山观赏石

入选“中华传世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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