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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三大功能区

11月28日，泰安市就新体育中心的规划建
设召开座谈会，征求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意见。会上对新体育中心规划建设情况进行公
布，备受社会关注的新体育中心揭开了神秘面
纱。

泰安市规划的新体育中心项目位于粥顶山
路以西，北隔天平湖路与泮河相邻，总用地面
积约1010亩，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包含
体育综合体、新体校、景观公园三大功能区。

结合地域文化，融入山水格局，力求打破
体育中心传统布局模式，引入商业、餐饮、娱
乐、文化、教育、会展等多种业态，打造体育
综合体，使其在赛时与非赛时、各季节、各时
段均充满活力，最终带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区
的发展。

作为新体育中心项目的主体，体育综合体
占地约498 . 6亩，总建筑面积约34 . 87万平方米，
包含体育场、综合体育馆、游泳跳水馆，以及
全民健身馆。综合体育馆建筑设计需满足甲级
赛事标准，体育场、游泳跳水馆建筑设计需满
足乙级赛事标准。全民健身馆内含篮球场、网
球场、羽毛球场以及乒乓球、台球等运动设
施。

此外，体育综合体内另设10万平方米商业
及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科技馆、糖果乐
园以及零售商业与餐饮等。平面采用台地环抱
的布局方式，形成内外两个广场。其中外广场
为市民广场，可供集会、户外展出、市民健身
休憩等；内广场为下沉商业广场，在健身休闲
同时，满足购物、娱乐需求。

健身与休闲兼顾

泰安市体校作为泰安市竞技体育人才培养
的主要阵地，一直以来使用的是原电大校区，
面积小，校舍条件差，没有任何训练场馆。此
次新体育中心项目设计方案中，将泰安市体校
纳入了整个设计规划中，成为新体育中心的配
套设施。

据了解，新体校为1200生规模，占地约
124 . 35亩，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包含综合
教学楼及综合训练馆、宿舍及配建食堂、浴室
等。综合教学楼满足24个班级的教学需求，设
置相应的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和教学办公等用
房。

综合训练馆满足拳击、武术、柔道、击
剑、自由跤、古典跤、举重、跆拳道、散打、
乒乓球、排球、篮球等项目的训练及上级集训
需求。综合教学楼及综合训练馆西侧设置开放

式运动场地，包含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
400米标准环形跑道、标准足球场、跳远和链球
等各项田赛场地。该开放式运动场地与体育综
合体共享，既可满足体校的训练需求，又可供
市民健身，还可以作为赛时热身场地。

除了体育综合体和新体校外，此次方案中
还专门设计了一处景观公园。根据方案设计，
该公园占地约387 . 15亩，分为五个景观片区，
分别为繁花似锦、鸟语花香、绿野常青、春华
秋实、月影婆娑。

其中鸟语花香片区为公园的核心景区，地
势最高，在此可遥望泰山，俯瞰泰城。五片区
景观设计以“四季常青，三季有花”为设计理
念，设计结合当地气候特点以及各个景观节点
的设计主题，植物配置以常绿树种为基调的种

植基础上，配合节点设计主题，达到四季有
景、高低远近各不同的绿化景观效果。

定位聚焦体育理念

泰安市旅游经济开发区关于新体育中心规
划建设情况汇报后，参会的市人大代表和市政
协委员纷纷发表意见，大家围绕新体育中心设
计理念、具体规划、场馆运营等展开讨论和交
流。

泰安市政协委员、泰山学院旅游学院教授
张建忠表示，新体育中心作为一个体育综合
体，要把文化、旅游、体育等社会民生事业集
聚，进一步完善综合体相关的各项功能。为了
顺应未来发展需求，要注重体育中心集约化、

智能化、节能化设计。此外，对于景观公园他
也提出了具体建议：“作为体育综合体的配套
公园，不应该以景观建设为主，应该突出体育
主题，提高公园整体的体育休闲功能，将其打
造成一个满足市民全民健身需求的体育公
园。”

与张建忠委员一样，泰安市政协委员刘胜
利也将目光聚焦在景观公园的体育理念定位
上。他建议，公园设置塑胶跑道、自行车道等
设施，将老百姓日常锻炼健身项目纳入到整个
公园的设计考量中。

此外，如何将文化和体育在项目中进行衔
接、场馆后期如何运营，以及场馆设计的前瞻
性、智慧性等方面，也成为在场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交流、讨论的焦点。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梁兴茜 卢砚 韩琳琳

办出政务加速度

11月19日上午，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宋国
峰研究员来到泰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公
司注册登记手续。“我要赶12点多的高铁回北
京。我是搞科研、干技术的，对营业执照办理
没经验，能不能提供一下帮助？”“没问题，
我们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高端人才领办项目
实行全程免费保姆式代办服务。”政务大厅首
席代办员王传盼热情回复。

“绿色通道”随即启动，市场准入领域工
作人员孟令娟及时到位……3个小时内，完成了
工商注册及关联事项的全程办理。宋国峰高兴
地说：“没想到短短几个小时就一站式办结，

整个过程简单高效，节约了时间和办事成
本。”

泰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实用面积虽然只
有3000平方米，但是功能布局科学合理、简约
紧凑。门厅综合区由6个功能模块组成，设有咨
询服务台、自助网上申报区、党群书吧休闲
区、前置咨询预审区、代办服务区和便民服务
区；上下两层设置A、B、C、D共4大服务区
域、124个工位，启用窗口79个；进驻部门35
个，办理事项566项，其中行政许可238项、公
共服务139项、其他事项189项。

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坚持高标准、高起点，
政务服务也是标准化、严要求。“您好，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您？”每位走进大厅的办事人
员，耳边都会传来亲切暖心的一声问候。政务
服务中心管理办负责人宗利介绍：“我们加强
文明服务礼仪和业务标准化提升培训，不断提
升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强化窗口标准化建设，
大幅提高了办事效率和群众满意度。”

引领快捷新模式

自运营以来，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始终坚
持以群众所需为导向，会同各窗口单位进一步
优化审批流程、精简审批资料、压缩办理时
限。

11月7日上午，高新区内一企业为不动产登
记窗口工作人员送来锦旗，感谢窗口工作人员
的精心服务。不动产登记链条通过“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模式，实现了2个工作日内完成
房产交易、税费缴纳、银行抵押等相关事项办
理，比全省要求的5个工作日的时限提速60%；
查封登记、解押解封登记等事项实现了即时办
结，一般事项实现了“同城通办”。在市场准
入领域，实现了新开办企业3个工作日内完成营
业执照办理、公章刻制、银行开户、涉税办
理、社保登记等事项。

在投资建设项目领域，高新区专门建立了
一支由4名业务骨干组成的代办员队伍，对省
级、市级、区级重点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项目
实行“保姆式”代办、帮办、上门服务。“作
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美丽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是我们各项工
作的重中之重。为使项目尽快落地、投产达
产，我们倾力打造了‘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
务链条’，45个工作日内完成包括从立项到竣
工验收在内的工程建设审批全过程。”泰安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孔祥湖说。

前置咨询预审区是为推动“一次办好”改
革而专门设置的，这是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的
一大特色。对办件量大、专业性强的企业开
办、不动产登记、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四个领
域，安排专职预审人员前置服务，协助企业和
群众完善申报资料、免费复印材料，为“一次
办好”创造条件。

而在门厅南侧的24小时自助终端服务区，
则是泰安市首家真正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打
烊的自助终端服务区。配备了政务服务、社会

保障、电力、身份证拍照申请和领证等自助终
端设备，可办理20多项审批服务业务。

高新区还在全市率先开展了“政府买单、
送照上门”服务，自8月份开始，与中国邮政速
递物流公司开展合作，在市场监管、不动产登
记等领域开始证照免费邮寄服务。

泰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诚实说：“我们
不断推动审批服务理念、制度、作风的全方位
变革，切实做到‘贴心代办、一次办好’，全
力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
优’的一流营商环境，将‘投资泰安、稳如泰
山’的环境品牌擦得更亮、叫得更响，让中外
客商安心发展，让辖区群众安居乐业！”

增强便民新体验

高新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大厅规划建设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文环
境的营造，有血有肉有温度的细节设置在大厅
比比皆是，开辟的“党群书吧”休闲区，购置
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学、健康、家庭等领
域书籍500余册，杂志12种，报纸20余种，努力
满足办事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专门开辟了30平方米的母婴室，泰安银行
等金融机构进驻，手机充电站、公交充值、急
救药箱、雨伞、饮水机、婴儿车、轮椅、无障
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同时为残障人士和老
年人提供“贴心代办”服务……这些细节之
处，处处凝聚了大厅工作人员的用心服务。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明

近年来，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高铁新
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
生态修复项目，启动了一系列生态治理工
程，为扮靓泰安西部宜居新城增添了重要的
一笔。

位于泰城西部的泮河公园，曾几何时还
是让附近居民连连摇头的臭水河。2016年，

在统筹考虑泮河自然生态各要素的基础上，
旅游经济开发区、高铁新区对泮河进行整体
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27
亿元，景观绿地总面积约85公顷。项目的建
成进一步提升了泮河水质、改善了生态环
境，并按照景区公园标准建设了泮河公园，
河两岸建设了“新城艺象”“泮河之门”等
29处景点。泮河河水清澈，景观丰富错落有
致，如今成了被称为“泰城巨肺”的城市中
央公园。

类似泮河综合治理的项目还有很多。近

几年，旅游经济开发区、高铁新区生态环境
治理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歇。“我们坚持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把生态建设融入开发建设的全过程，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考虑泮河自然生态各
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新建多处景区公园和绿地等基础设施，
在完善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全力打造山水
宜居新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
境。”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旅游和服务业发
展中心主任曹磊说。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苏 昱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2月3日，首届泰山研学基
地资源交流会在泰安举行，来自北京和省内的
专家领导汇聚一堂，共同探讨研学旅行的发展
和泰山研学资源的开拓。

交流会上，业界专家和领军企业围绕“研
学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从传统教育看研学”
等专题，共同探讨并分享从业心得，探索研学
创新模式，力求达成务实有效的深度合作及资
源共享。会议期间，泰山研学基地组委会官方
发布了涵盖泰山精神以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
下7个板块的泰山研学基地课程框架体系，同
时在国内首次创新提出“集群式研学基地”的
概念模式，使研学业态内部的开放性及多元化
得以不断加强，以此助力教育与旅游的产业融
合，进一步推动泰安市及泰山景区在经济和文
化领域的综合发展。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宋 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年来，泰安市公安机关积
极创新工作思路，把警犬技术建设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深入发掘传统技术中的新亮
点，重点加强血迹搜索、搜毒搜爆、物证搜索
等领域的训练和使用，强化治安防范犬的巡逻
威慑能力，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有力提升了
警务实战效能。

目前，全市警犬数量达234只，民警与警
犬数量比为18：1，实现警犬技术全覆盖，装
备规模在全国领先。全市10支应急突击队全部
配备警犬，完善重点区域、部位的武装巡逻、
战备执勤、携犬执勤机制，随时应对处置各类
应急突发事件，实现“一分钟快速反应”。同
时，在重要敏感时期，在火车站、汽车站、公
安检查站、泰山景区等进出城区和景区的重要
出入口，积极携带搜爆、搜毒犬、治安防范犬
开展安全检查。2018年以来，全市警犬在日常
重点目标、广场、车站等携犬巡逻使用约3800
余犬次，在央视春晚泰安分会场安保中使用警
犬达4400余犬次。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陈 曦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2月4日，记者从泰安市老
龄办获悉，日前，为推动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山东省举办了系列老年文体活动，泰安市鼓励
和发动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和特长，取得优异成绩。

省老年书法美术大赛，泰安市选送作品55
幅，格调高雅、题材广泛，作品《赤壁赋》获
得书法类三等奖，《程子四箴》等3幅作品获
得书法类优秀奖，展现了全市老年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的活力。在省中老年朗诵艺术大
赛中，《践行四德·孝亲敬老》获二等奖，
《帮父母订退休计划》《我念文章给娘听》获
三等奖，《感恩父母 孝亲敬老》等27篇获优
秀奖。

□记者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27日至28日，“新中天

杯”第二届全省残疾人专职干事（委员）知识
竞赛在泰安市泰山区举行。

据了解，此次知识竞赛为期2天，全省共
有17支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有6支代
表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济宁代表队最终夺
冠；德州、烟台代表队获得第二名；泰安、济
南、青岛代表队获得第三名。

首届泰山研学基地

资源交流会举行

泰安市在省老年系列

文体活动中获佳绩

泰安警犬技术装备

全国领先

第二届全省残疾人

专职干事（委员）

知识竞赛举行

新体育中心落户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南部新区

千亩空地将建起体育休闲场所

“四化”引领开创政务服务新局面，泰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每天办件300余件，满意率98 . 26%
◆泰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自10月17日

揭牌启用以来，按照“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的服务目标和“标准化、规

范化、科学化、特色化”的定位要求，实现

了顺利开局、平稳运行。首月办理各类审批

服务事项6638件，每天办件量300余件，评

价满意率达98 . 26%。

◆完备齐全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是一座
城市综合实力和体育发展水平的直接标志，
也是政府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服务民生的重
要载体。泰安市新体育中心将在旅游经济开
发区南部新区建设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成
为了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为将这一民生工
程切实打造为顺应时代需求的“民心”工
程，11月28日，泰安市组织市人大代表、市
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面对面交流，共同“会
诊”新体育中心整体建设规划。

生态先行扮靓西部宜居新城

▲位于泰城西部的泮河公园，河水清澈，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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