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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秦会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5月15日从泰安市城市管

理局了解到，泰安市中心城区生活固体废弃物转
运站升级改造工程日前开工。

泰安市生活固体废弃物转运站位于泮河大街
以南，泮河以北。近年来，随着泰安市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产量
不断增长，垃圾压缩转运站的转运量已经趋近饱
和；设备作业及转运等环节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已经不能满足安全、高效、密闭、环保的生
活垃圾收集和转运要求。为提升压缩转运站的工
作效率，解决现有转运站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改善转运站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保证泰城生活
垃圾清运工作的正常运行，迫切需要对压缩转运
站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此次改造列入了市重点项目，主要包括工作
车间、压缩生产线的升级，抽风、除尘、除臭装
置的完善，车厢可卸式垃圾车的更新等，并新增
控制指挥中心系统、数字化管理系统、站内专用
保洁设备。预计今年8月份完工，改造提升后，
每天垃圾转运能力将达到800吨，生活垃圾的收
集和转运更加安全、高效、密闭、环保，达到国
内一流先进水平。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从泰安市司法局获悉，日

前，该局联合市法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
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就做好全市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方案》规定了律师调解的经费保障，指
出，法院委派、当事人直接申请的调解案件，可
以按照有偿、低价原则向双方当事人收取调解
费，调解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由省律师协会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标准不超过法院应收诉讼费的
50%。《方案》对工作推进情况提出了具体要求，
各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沟通协调，统筹安排工
作。要制订工作方案，抓好实施，建立律师调解
案件管理系统，规范工作行为，定期组织培训、
论坛、研讨等活动，实行先培训、后上岗制度。
要及时总结好做法好经验，对工作及先进典型加
大宣传力度，为律师调解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文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年来，泰安市财政部门不断

加强政府非税收入代收银行考核管理，通过拨付
代收业务手续费、奖励资金等方式支持代收业务
开展，促进代收银行代收业务水平不断提高。2018
年，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代收质量和效率，
协调泰安银行优化网点服务机制、调整柜面服务
流程，启动政府非税收入代收业务绿色通道。

据悉，泰安银行在支行设置专门的财政代缴
费窗口处理代缴费业务，对柜面服务人员进行专
项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熟练程度，大大
节省了缴费时间。在长期的政府非税收入代收业
务受理过程中，泰安银行通过程序研发，借助网
点叫号排队机新增了“财政代缴费”选项，确保
了代收业务的快捷高效办理。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葛业锋

5月11日，在泰安市检察机关业务办公场
所，市公诉处检察官胡萍上班后打开智慧检务
系统，在智能阅卷模块，系统证据摘录自动完
成，证据体系图和人物关联图就清晰地展示在
页面上，共犯概览可查看各嫌疑人间的关联，方
便快捷。市未检处处长张振龙正在利用数据分
析功能，按照案件特点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年龄、罪名、受教育程度、地域分布等进行数据
分析，全面掌握全市未成年人犯罪趋势。东平县
院检察院公诉科通过捕诉衔接平台，收到侦监
部门发送的侦监取证意见书，申请查看审查逮
捕意见书，通过文书匹配功能，系统自动搜索
同罪名判决书、量刑建议书供办案人参考。

随着被誉为“金鸡”的智慧检务系统在泰
安市检察院全面运行，该院以“实战、实用、
实效”为主的智能应用平台，积极拓展延伸
“智慧+”功能，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孵化出
“智慧侦监”“智慧公诉”“智慧执检”“智
慧民行”“智慧控申”“智慧未检”“智慧案
管”7个“金蛋”，为全市检察机关全面履行
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作出突出贡献。

用好两个“车轮”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泰安
市人民检察院把自主研发《业务办案智能辅助
系统》《检察官综合业绩智慧评价系统》的日

常工作场景搬上会场，现代智慧科技与检察工
作深度融合的现场演示，让高检院领导和与会
代表眼前一亮、纷纷点赞。

载誉归来，重整行装再出发。如何让精心
打造的智慧“金鸡”孵化出更多智慧“金
蛋”，用“大数据”“云之端”服务法律监督主责
主业，成为泰安检察工作的重要议程。市检察院
技术研究所所长公维剑说：“‘实战、实用、实效’
是系统研发使用的3个目标，如何加速驱动《业
务办案智能辅助系统》和《检察官综合业绩智慧
评价系统》2个‘车轮’，产生出更多‘智慧+’，
实现3+2>N的效果，1 . 0排量肯定是不行，怎么
办？升级到2 . 0，然后持续升级3 . 0、4 . 0，全力
打造智慧检务建设的‘泰安样本’。”

“语音解析技术可将视听资料中的对话迅
速识别为文字，如果讲话为方言，识别不准确
怎么办？”“在监室设置的‘人员肢体动作过
大’报警功能，在实际运用中有误差如何解
决？”在为期3周的深入推进“智慧检务”系
统应用培训班上，有118名培训人员针对运行
系统提出了39条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随后，
系统应用研讨班集聚全市检察机关技术精英对
问题集中“会诊”攻关。

据该院情报处处长、“智慧检务”首席专家
戴晓宁介绍，针对系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
问题和缺陷，研发人员逐一查漏补缺，补充数
据、研发“补丁”、完善程序。下一步，他们将打造

“云之端”平台，实现应用信息共享。

高速“检务公路”初见成效

对接全国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自动获取业

务数据；应用语音识别、语义识别、图像智能
分析等先进技术，解放人力、减少事务性工
作；自动抓取案卷关键信息，智能生成文书，
促进司法规范；提供类案参考，辅助检察官准
确定性分析，防止主观臆断；数据支持计算量
刑区间，定量定性参考比对。2017年12月底，
市检察机关“业务办案智能辅助系统”“检察
官综合业绩智慧评价系统”正式运行。

7个基层院结合各自特色工作，“检察官
助手”“刑事执行智能视频分析检察监督平
台”“庭审观摩指挥评估系统”等一批具有检
察特色亮点检务品牌，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检
验，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

岱岳区检察院在两大系统的基础上，升级
孵化出“检察官文书助手”“检察官实务助
手”功能，解决了个人办案资料储存难、科室
检务信息壁垒、案件实体研判信息化、数据分
散整合等4大难题，创新发展运行模式、风险
联动、量刑建议研判、案件线索自动搜寻、卷
宗质量评查比对等5大功效，实现了5个业务科
室提出的18种需求。截至3月底，该平台纳入
自主设计案件3大类96版套，运行案件168件，
发出搜索、跟踪、研判、警示、比对、纠错、
联动、供给有效数据302次，全部生效。

一个涵盖检察业务十大模块、一个服务全
市检察机关业务办案提质增效的高速“检务公
路”初见成效。一个集个人素养、业务数量、
业务质量、司法能力4个维度为一体的“检察
官业绩智慧评价系统”与业务办案辅助智能系
统积极对接，两大系统在市院机关和7个基层
院业务办案中不断得到实践检验，员额制检察
官“网上办公、自动留痕、公开透明、终身负

责”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2022年全面实现发展目标

为进一步推进智慧检务建设与应用，市人
民检察院编制印发《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深化智
慧检务建设驱动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发展的意见》，明确全市检察机关智慧检务建
设的主要原则、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具体要
求和相关组织保障措施。

结合智慧检务“理论体系、规划体系、应
用体系”三大体系、“全业务智慧办案、全要
素智慧管理、全方位智慧服务、全领域智慧支
撑”四项应用和“统筹发展、需求导向、以人
为本、融合创新、信息共享”等五项原则，按
照《意见》规划，2020年底，实现全市检察机
关智慧检务两大系统2 . 0升级换代转型，形成
智慧检务的创新应用；到2022年底，实现检察
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全面实现智慧检务
发展目标。

市检察院检察长苏金森说：“我们主动拥
抱大数据，以信息化引领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努力打造绝对忠诚、主动担当、司法为民、清
正廉洁的检察机关。”

截至4月12日，市检察院机关共收受案件
755件，7个基层院收受案件955件，全部卷宗已
完成上传至业务办案辅助系统。

自今年1月两大系统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全
市检察机关重信重访下降18 . 9%，息诉息访成功
率提高近20个百分点。近日，山东省委政法委、
山东省检察院主要领导对泰安智慧检务系统给
予高度肯定。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刘红川 王文正

4层以上使用装配式构件

5月14日上午，迎胜路附近岳秀福邸保障
房二期项目施工现场，6个装有装配式墙体构
件的大挂车一字排开，建设工地的塔吊将挂车
上的装配式墙体构件吊装至正在建筑的岳秀福
邸保障房四层。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岳秀福邸保障房二
期项目三层以下依旧采用现浇技术，从四层开
始使用装配式构件。吊装开始前，施工人员在
预先吊装的位置摊铺一层水泥，弥补装配式构
件和楼层间可能存在的缝隙。

记者进行现场计时，发现一个装配式墙体
构件完成吊装大约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由于
三层存在大量的预留钢筋，为了严丝合缝地完
成吊装，参与施工的人员需要多次调整方可完
成。

据项目建设单位泰安泰山大汶口旅游置业
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宗振龙介绍，楼栋单独一
层完成装配式构件的吊装预计耗时9个工作
日，为了防止外墙板与第三层预留插筋位移出
现偏差，吊装开始前，施工单位采用在精装修
时才使用的红外线水平仪，同期采用角铁钻
孔，确保预留钢筋与角铁点焊在一起，不出现
偏差。

“岳秀福邸保障房工程是我市第一个装配
式住宅楼，除使用精密设备外，在施工的关键
环节都列出了具体方案。比如，对于外围采用
套管连接的部位，实施监理监督、施工负责人
现场旁站等措施，全力确保工程高质量、高效
率施工建设。”宗振龙告诉记者。

预制率将达到65%

相对于传统的建设工艺，装配式建筑的预
制部品部件都是预先在生产基地成批成套完成
制造，只要把预制好的装配式构件，运到工地
装配起来即可。

据宗振龙介绍，岳秀福邸保障房二期项目
为泰安市首次尝试的装配式住宅楼，17层的楼
栋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预制率将达到65%。
“除外围采用套管连接的预制剪力墙外，飘
窗、空调板采用整体预制，楼梯采用预制抗震
楼梯。”施工人员介绍。

在楼栋四层施工现场，当塔吊吊装完毕
后，近距离观察装配式构件，记者看到一层厚
厚的保温材料。

据施工人员介绍，装配式构件的外墙板采
用厚340mm（60外+80XPS保温层+200内）预制

剪力墙夹心保温，外墙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端
承上部绞支约束、两侧拉结的方式相连接。楼
梯采用预制抗震楼梯，高端支撑为固定铰支
座，低端支撑为滑动铰支座，能适应较好变形
能力，有利于结构整体抗震。

同时，在设计中采用BIM（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为装配式建筑设计提供强有力地技
术保障。在深化设计、构件生产、构件吊装等
阶段，采用BIM进行构件的模拟，碰撞试验与
三维施工图纸的绘制，使得预制装配式技术更
趋完善合理。

有利于节能环保

提起装配式产品来自何方，施工人员告诉
记者，岳秀福邸保障房二期项目的装配式产品
由泰安市联强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在
公司基地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钢筋流水线和PC
构件生产线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在生产
基地西侧摆放了成批成套完工的成品。

据泰安市联强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品技
总监胡胜利介绍，作为山东省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联强远大拥有世界先进的钢筋混凝土预
制构件生产线6条，整体生产能力达34 . 5万立方
米，可满足150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构件应用。

胡胜利表示，建筑产业化越来越趋向绿色
发展理念，据统计，装配式建造方式可减少建
造用水量60%以上、减少建造综合能耗70%以
上，可减少材料浪费20%以上、建造垃圾80%以
上。同时，现场用工作业量减少，扬尘、噪声
污染大大降低。由于装配式产品在环保节能等
方面作用明显，国家也在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泰安启动

政府非税收入

代收业务绿色通道

中心城区

生活固体废弃物

转运站升级改造

《关于开展律师调解

试点工作的

实施方案》出台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王斌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9号，泰安市举行生态文明

建设专家聘请仪式，聘请樊杰等12位同志作为泰
安市生态文明建设特聘专家。

据悉，山城一体是泰安最大的特色，特别是
去年以来，全市围绕打造“生态友好，文化永
续”生态功能区目标，认真谋划了泰山区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成功入选了全
国试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是一个
整体的、系统的、复杂的生态修复工程，这次聘
请的专家涉及领域有规划、国土、环保、林业、
水利和畜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很高的理
论知识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泰安市政府特聘12位

生态文明建设专家

让智慧“金鸡”孵化更多“金蛋”，泰安市人民检察院———

打造智慧检务建设的“泰安样本”

盖房子像“搭积木”，节能又环保

泰安首个装配式建筑开建
◆5月14日上午，泰安市首个装配式住

宅楼岳秀福邸保障房二期项目四层开始吊装

装配式构件，整楼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预制率

将达到65%。相比于传统建筑工艺，装配式

建筑在节能环保等方面会起到积极作用。

□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6日，来自国内城乡

规划方面的专家齐聚泰安，对泰安市城乡
一体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方案进行论证。

泰安因泰山而得名，最突出的特色是
山城一体，最优越的条件是与省会同城，
最核心价值是人文生态。泰安与济南两城
中心相距40公里，南北相拥泰山而成一
体；西部高铁只需17分钟，东部高速只需
半个小时，济南的人才、资本优势和泰安
的资源、环境优势形成互补；泰安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市
拥有14所高校，在校大中专生达20万人，
拥有“两山一河一湖”（泰山、徂徕山、

大汶河、东平湖）的大生态带。
泰安市专门邀请了同济大学、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分别编制泰
安市城乡一体空间发展战略规划。3家编制
团队深入开展现场踏勘和调研分析，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规划也几易其稿，
目前已形成初步成果。

“此次论证会，就是让各位专家学者
针对规划方案把脉会诊、出谋划策，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泰安市委书记崔
洪刚说。

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
大意义，进一步厘清思路，高质量、高水
平做好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明确泰安未

来的城市定位、空间布局、发展方向、产
业结构等重大问题，立足泰安优势，扬长
补短、奋力作为，使泰安各项事业得到持
续健康发展。

论证会上，省住建厅厅长王玉志表
示，泰安是我省唯一的山水林田湖生态修
复国家试点，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
共同体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统筹绿
色廊道和景观建设，形成疏密有度、水城
共融的城镇空间，展现天蓝、地绿、山
青、水秀的新时代城市形象。他还将泰安
形容是山东的“棋眼”，在泰安落子，可
以使山东全盘皆活，带动区域发展。

用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组织编制城乡一体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将泰安打造成山东“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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