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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杨荣超 栾义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严格执行“一冲五洒五扫”
保洁作业标准；实行压缩车与垃圾收集桶“桶
车对接”的全密闭生活垃圾清运作业模式；在
芙蓉街、泉城路商业街设置自主研制的烟头投
放器300余处……一直以来，历下区的城市管
理工作都在细节上下足了工夫。5月9日，历下
区城管局下发相关方案，围绕全市“十大行
动”具体内容，确定开展“5+14”提升工程，
以冲锋的姿态全力投入，以精细的管理全心推
进，打造更加优美的环境。

据了解，所谓“5+14”提升工程，主要包
括环境卫生、环卫设施、渣土整治、综合治理
和文明素质五大方面，在具体实施中则细化成
了主次道路保洁、强支路街巷及开放式小区保
洁、生活垃圾密闭化收运管理和分类处理、环
卫设施建设管理、扬尘渣土治理规范化、杆线
整治、户外广告牌匾整治、城市亮化整治、背
街小巷整治、“三高”沿线环境整治、小广告
整治、理想信念教育、热线回复效率、派遣人
员管理等“14个加强”。

围绕此，历下区将按照创建“全省城市深
度保洁示范路”的标准，在继续保持全区15条
达标道路的基础上，增加全区深度保洁示范路
达标道路数量，始终保持道路保洁全市第一水
平。“在‘一湖一环’周边等重点老城区域，
我们已经从10小时保洁作业扩展到24小时不间
断作业，人工捡拾、机械化清扫和冲刷进行了
有效结合。”历下区城管局局长徐琳表示。

为打造有温度的环卫服务，历下区还将按
照“改造一批、新建一批、开放一批”的工作
思路，今年计划新建公厕8座，修缮提升公厕
30座，增加“第三卫生间”，并配套建设一批
“环卫工人歇脚点”，将其提升打造成“城管
爱心驿站”。该区还将通过发放《公厕开放联
盟倡议书》加大引导力度，倡议驻地机关企事
业单位、沿街商家、餐饮服务场所、加油站等
单位管理的公共厕所对外免费开放，让市民和
游客能够享受到更加便利、人性化的如厕服
务。据悉，目前，“一湖一环”项目周边已有
34家商家和单位加入公厕开放联盟。

城市综合治理的提档升级也是考验城市管
理是否精细的重要指标。针对此，历下区将建
立杆线整治各方联动机制。按照要求，当地将
联合各街办、各部门及各大运营商，建立畅通
有效的沟通联动机制，共同协调区属相关责任
单位、杆线权属单位，统筹做好杆线整治工
作，按照优先次序，对有管路的、市容影响大
的、市民反映强烈的先行进行整治。该区明
确，2018年年底，将基本实现年内整治目标，
并完成两年整治任务的70%。

历下区还将继续大力开展“净车”行动，
区城管局联合环保、住建、综合执法、交警、
办事处等单位部门，梳理工地渣土扬尘治理各
项环节，实现全过程有效监管。在转山西路的
一处工地，施工方已引入了智慧云平台监测工
地相关数据，“一旦AQI超过100，工地围挡的
185个喷淋头将会自动喷水。”工地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历下区还将开展好
城区主次干道和开放式居民小区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积极开展立面出新、文化墙修建、商业

牌匾规范统一、景观亮化等各项整治任务，确
保全区主次干道亮灯率、设施完好率、事故处
理率均达到100%。

严格执行保洁作业标准 实行全密闭生活垃圾清运作业 设置烟头投放器300余处

历下：精细化管理让城市更美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怡霏 报道
5月9日，齐鲁理工学院数百名护理专业的学

生在表演手语操《感恩的心》。当日，齐鲁理工
学院组织护理专业的学生开展演讲比赛、表演手
语操、集体宣誓等活动，宣弘南丁格尔精神，迎
接护士节的到来。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动能转换，项目为先。5月

13日，“新动能 新临空”济南高新区临空片
区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济南高新区举行。

本次签约项目36个，合计总投资500 . 4亿
元，达产后年销售额预计约1324 . 6亿元，年税
收约72 . 6亿元，年进出口约103 . 95亿元。其中7
个外资项目利用外资将超过2亿美元。

记者看到，本次签约项目涉及跨境电商、
保税加工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航天航空维
修、电商物流、供应链管理、投资基金、基础
设施配套等产业，新动能十足。项目包括太古
飞机新厂区项目、鲁商空港物流园项目、山东
高速商贸产业园项目、东岳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项目、美国智能家居项目、如康冷链物流
园、名成集团国际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叶之源
生态工艺品研发有限公司项目、万有投资集团
进出口基地项目、太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项
目、普洛斯济南机场物流园项目、加国加能水
助动机项目、普洛斯机器人智慧产业园项目、
E制造工业园项目、欧德巴斯洗车设备产业基
地项目、中以智慧产业转化基地项目、山东省
新旧动能产业并购基金项目、济南产经融润新
动能产业基金项目、豪曼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项目、汉诺威工展基地项目、中欧制造产业园
智慧能源项目、中欧制造国际企业港二期项
目、中欧制造产业园智慧园区项目、山东振业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项目、中农联国际智能电商

冷链物流园项目、京东物流项目、品骏物流项
目、顺丰区域总部兼产业园项目、宝洁(中国)
北部物流中心项目、美国华商控股集团公司山
东汽车产业园项目、富春控股集团网赢供应链
运营中心项目、泰山地勘集团新旧动能转换基
金项目、百利威(济南)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项
目、连城产业园、万泉冷链物流园区项目等。

济南高新区临空片区是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济南市“四个
中心”建设任务的主要载体，致力于打造国际
内陆港和现代航空城，发展临空经济、引爆新
旧动能转换。临空片区包括济南综合保税区、
中欧制造业发展中心片区、国际物流发展中心
片区，设临港街道和遥墙街道，总面积148平

方公里，紧邻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青银高速、
济青高速、绕城高速、轻轨、小清河航道、高
铁新东站，具备公路、高铁、城际铁路、航
空、水路、轻轨的无缝对接条件。

2016年底，临空经济区划归济南高新区代
管后，片区发展迅速，仅2017年签约引进项目
总投资就达到211 . 6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5 . 29亿元。目前，临空经济区已经入驻太古
飞机、德国博世、大陆电子、瑞康医药、普洛
斯、丰树等项目，去年还签约引进了苏宁、安
博、国美、越海等项目。如今随着36个高端产
业项目的签约进驻，将为济南高新区提升经济
规模和产业竞争力，建设全国一流高新区，注
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动力。

济南高新区临空片区36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500 . 4亿元

□记者 张鹏程 申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如今，像我们再需要办理

现场查验或现场学习考试、提取指纹等业务
时，都可以采取窗口申报，等上一会就可以取
件。”5月15日上午11时，出租车司机李恩祥在
济南市交通委办事大厅告诉记者，“之前还需
要等2-3个工作日再跑一趟，现在只需要跑一
次了。”

原来，自5月10日开始，济南市交通委41项
行政许可已经全部实现了网上办理。记者通过
采访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和营商环
境，有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让企业办事更顺
心、群众办事更舒心，全面深化互联网+政务
改革，市城乡交通运输委率先在全市实行所有
审批事项全程网上办理，真正做到让企业和办
事群众“零跑腿”“只跑一次”“你不用跑我
来跑”。

首先，市交通委以大数据、云平台、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重构审批监管服务方式，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电子化、便捷化
和高效化。先后与市信息中心、市编办、市
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浪潮集团驻政务大厅
服务部多次对接，将原来单一的运政服务网
与互联网、市政务服务外网进行了互联互
通，对济南交通委42项行政许可事项逐条进
行了梳理上网，具备了“一键申请、全程网
办”的条件。

改变原来审批流程，依托市级政务平台，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网上审批平台，无需
再到部门提交申请材料、领取办理结果。服务
更便民，在网上提交申请，出证后直接邮寄给
申请人，全程网上办理；流转更便捷，依托实
际政务平台，业务数据跨层级、跨部门共享，
核检更快捷；要求更规范，标准化流程和材料

清单，材料齐全自动进入下一环节；过程更环
保，全程无纸化办公，省去纸质材料环节；内
容更全面，市交通委41项行政许可全部实现网
上办理。

此外，市交通委加快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的政务服务机制，着力提高政务服务质量和
效率。“零跑腿”“只跑一次”“你不用跑我
来跑”这一系列要求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的战略意图和群众对于享受
改革红利的诉求。市交通委紧扣深化改革的主
题，对于出租车需要现场查验或现场学习考
试、提取指纹等业务采取“只跑一次”，即办
件采取窗口申报、当场办结、立等取件；对于
企业和群众不便通过网上或自助终端申请办理
的采取窗口申报、按时办结、快递送达；如企
业和群众自愿及方便至窗口取件，我们采取全
程网上申办、按时办结、窗口取件。实现企业

和办事群众“只跑一次”，大力提高政务服务
质量和效率。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为新旧动能
转换和“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提供
有力保障。市交通委针对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或
暂时不能实现“零跑腿”“只跑一次”的事
项，如企业和个人涉及船艇、水上等大型装
备，无法或不便到窗口办理的事项，由企业提
出申请，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实现“你不
用跑我来跑”，力争让企业和办事群众少跑
腿。

通过以上办法，针对不同类别事项，进一
步简化办事要件材料优化办事流程、压减办事
时间。按照申报条件明确、办事材料明晰，办
事过程便捷为目的，编写了《行政权力事项服
务指南》，录入政务外网、让人民群众和企业
“一目了然，明白办事”。

市交通委率先实现全程网办“零跑腿”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8日，全省首家无人智慧警

局落户济南市中区，在市中区公安分局正式启
用，全天24小时开放。其中，无人智慧警局受理
身份证自助申办，正常情况5分钟就可以申领完
成。另外，以往需要7个工作日才能办结的出入
境签注业务，现在1分钟就可以办完，真正实现
了“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据悉，无人智慧警局是全省首家24小时网上
线下同步运转的智慧警局，是济南市公安局市中
区分局构造全时全域、实体虚拟相结合的综合智
慧服务体系。无人智慧警局分为现场大厅和网上
大厅两部分。24小时无人值守“警局”大厅主要
以群众自主办理为主要工作方式，由移动迎宾声
控智能机器人全程引导服务，设置触摸一体机、
身份证申办终端、身份证领证设备、港澳签注取
证机、出入境发证等设备，打破工作时间界限，
实现24小时证件的办理与领取。

同时，实体大厅无缝衔接网上大厅，依托分
局微信公众号设立业务办理、警务资讯、警民
通、法人业务模块等服务，拓展户政、出入境等
公安服务业务预约办理功能。无人智慧警局具备
严格的安全准入措施，大厅门口设有身份证门
禁，群众需要使用二代有效身份证刷卡进入，黑
名单人员即便是有效身份证件也无法将门打开。
同时，针对未携带身份证的群众，采取网上线下
二维码联动机制，配合人脸识别相机及360°无
死角鱼眼相机，自动对人员信息进行检验识别，
确保所有进入大厅的人一览无余清晰可见。

全省首家无人智慧

警局落户济南市中区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周亮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深化“环境综合整治年”活动，全面提升城
市环境面貌和群众生活品质，5月5日，天桥区启
动实施城市提升工程“十大行动”，在全区范围
内深入开展城市提升工程。

天桥区逐一强调“十大行动”的工作重点。
其中，围绕城市生态绿化提升行动，高标准打造
一批“口袋”公园，重点实施二环西路高架桥、
北园高架桥立体绿化和小清河综合整治两岸绿化
提升工程，进一步改善全区生态环境，大力开展
河道生态环境专项治理，重点实施东西泺河、万
盛大沟、南大槐树沟综合治理，对小清河、东西
工商河进行清淤，全面完成黑臭水体整治。

围绕城市环境卫生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垃圾
收运和分类处理，推行以压缩车为主、运桶车为
辅的垃圾收运模式，做到收集不落地、存放不暴
露、运输不洒漏、全程密闭化，严格落实环境卫
生责任区制度，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逐步建
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
类处理系统及考评体系，党政机关、军队单位、
医院和学校率先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18年
年底前，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100%。

围绕市容秩序整治提升行动，在2018年年底
前，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弱电线缆全部入地，
既有主次干道架空线缆、跨路口架空线缆原则上
全部入地，支路街巷和住宅小区整治任务完成
70%以上，严肃查处露天烧烤、油烟扰民、噪声
扰民违法违规行为，对污染严重、拒不整改的实
施顶格处罚，2018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禁烧
区”范围内露天烧烤行为整顿取缔工作。

天桥区深入开展

城市提升工程

历下区太平街环卫设备清洗站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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