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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拟建建京京台台高高速速泰泰山山西西互互通通立立交交
投资估算总金额为1 . 5亿元，建设工期控制在24个月

无无痛痛内内镜镜技技术术实实践践示示范范点点落落户户新新泰泰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
本报泰安8月8日讯(记者 王坤 通

讯员 展光保) 8月6日，山东省医师协
会麻醉学医师分会无痛内镜技术实践示
范点揭牌仪式在新泰市中医医院举行，
这是省内第三家、新泰市第一家示范点。

仪式上，闫家平汇报了医院基本情
况及无痛内镜技术开展情况，他指出，此
次山东省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无痛
内镜技术实践示范点落户新泰市中医医
院，对加快医院无痛内镜技术创新发展
和人才培养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今
后要在山东省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
的指导帮助下，不断提高医院无痛内镜、
疑难病例的诊疗水平，为全市人民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

殷培文在致辞中表示，新泰市中医医
院要以这次揭牌仪式为契机，进一步解放
思想，创新思路,不断提高医院无痛内镜、
疑难病例的诊疗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广大
群众，为新泰及周边地区的患者带来可靠

满意的疗效和健康促进，为全市卫生健康
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苏帆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向无痛内镜
技术实践示范点落户新泰市中医医院表
示衷心祝贺。他表示，新泰市中医医院学
科齐全、功能完善、无痛内镜技术走在省
内前列，希望新泰市中医医院通过示范

点的建设越来越好。下一步，双方要加强
合作，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等有效手段，将进一步实现优质资源
下沉，进一步提升新泰市中医医院的无
痛内镜发展水平，推动双方事业发展，最
终造福广大患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的健康需求。随后，苏帆教授和殷培文主

席分别为“山东省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
分会无痛内镜技术实践示范点”揭牌。揭
牌仪式后，苏帆教授、李胜德主任分别带
来了题为《围术期中医药应用》和《围手
术期患者低体温防治》的精彩授课。

近年来，新泰市中医医院积极开展
无痛内镜技术，不断拓展内镜领域，仅
2018年医院实施无痛胃镜1800余例、无
痛肠镜500余例、无痛宫腔镜70余例、无痛
膀胱镜及输尿管镜200余例。无痛内镜技术
在给广大患者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极大地
推动了医院内外科的融合发展，对医院的
学科建设和专科技术纵深发展，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此次无痛内镜技术实践示范
点落户新泰市中医医院，将对全市无痛
内镜技术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必将为
医院无痛内镜技术的提高、创新和规范
化发展注入新动力，让全市百姓享受到
省内最优质的无痛内镜技术，大大提升
群众就医的舒适感和满足感。

7月16日，泰安市委书记崔洪刚曾到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调研京台高速泰山
西互通立交项目。8月7日，泰安发布该项
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第一次信息公示。
泰城的“西大门”改造呼之欲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敏

预计投资1 . 5亿元

工期控制在24个月

7日，泰安发布《G3京台高速公路泰
山西互通立交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第
一次信息公示》，建设项目法人：山东高
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估算总金额为
15441万元；建设工期按24个月控制。

该项目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小辛庄村
西的京台高速公路(G3)养护桩号K485+
610处，被交路为石腊河西街(Y076)。北
距济南万德互通立交约15 . 1公里，南距
泰安西互通立交约6 . 2公里，推荐采用匝
道收费站分别设置在东北、西北象限的
半苜蓿叶形互通型式。

该项目拟建设互通立交1座。改造京
台高速公路长度1 . 171公里；互通立交匝
道长度合计2 . 89公里；涵洞3道，通道2
座；设置3进3出匝道收费站2处；互通立
交永久占地19 . 56公顷，其中新增占地

13 . 056公顷，利用老路占地6 . 504公顷。
互通立交技术标准：京台高速主线维

持原设计速度120km/h、双向六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路基宽35 . 5米；匝道设计速度
40km/h，匝道路基宽度分别采用10 .5米的
单向单车道、19.5米的双向双车道。

公示信息显示，拟建立交实施建设
对将优化泰安市西部互通立交布局，改
善区域交通条件，增强旅游服务品质，缓
解城区交通压力，改善道路通行条件，适
应交通增长需求，促进区域经济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公示时间为2019年8月7日-2019年8
月14日。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承担社
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受拟建项目影响
较大的居民、学校、企事业单位可以致电
0531-88329335反映。

9 . 7万平米土地挂牌

要求竞买人投建互通立交

8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查询
到一条相关信息，泰安正在公告4宗土地
出让，其中最大的一块2019-33号地面积
近10万平米，起始价5 . 8亿元，要求拿地
竞买人按照泰安市城市规划,投资建设
泰山西互通立交出口。

7月31日，【泰土告字 2019】2019-33
号地块出让公告发布，其中明确要求地

块竞买人需按照泰安市城市规划,投资
建设泰山西互通立交出口。

该宗地位于该宗地位于旅游经济开
发区四号社区以西。北至、西至规划道
路，南至石蜡河东路，东至环湖中路。记
者比对了出让文件和地图发现，相关地
块大致区域在泰城西部润英美庐小区南
面，中间隔着东岳大街和京沪铁路。

该地块出让面积97148平方米，出让
年限70年，土地用途为居住，规划容积率
不大于1 . 1。

挂牌起始价58288 . 8万元，每次竞价
加价幅度146万元，竞买保证金3亿元。记
者测算发现，如果以起始价成交，大概平
均每亩400万元。

目前该地块尚处于竞买报名阶段，8
月20日正式挂牌，8月29日9:00结束挂牌。

2019-33号地块竞得入选人通过资
格审查后，与泰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出让协
议》，并按协议约定期限缴纳剩余土地出
让金，其中缴纳外资比例不得低于出让
起始总价款的30%(以缴纳当天中国银行
公布的外汇牌价为准)。

泰城西北部

高速与城区交通不畅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显示，早在去年7

月，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就公开招标泰山
西互通立交工程前期专项报告及工可编
制服务采购项目。8月份的中标公示显
示，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中标。

今年7月16日，泰安市委书记崔洪刚
曾到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调研京台高速
泰山西互通立交项目，与山东高速集团
相关领导共同研究项目推进工作。

他指出，京台高速泰山西互通立交
项目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该项目的
实施，对于缩短济南泰安两地交通时间、
拉近两地间距离，优化泰城西部互通立
交布局，缓解路网交通压力，增强旅游服
务品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必将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协调配合，通力合作，加快推进项目
前期工作，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据了解，G3京台高速公路纵贯泰安市
城区西部，京台高速在泰安城区范围内，
仅有泰安西1座单喇叭互通立交与泰山大
街相连，该立交及被交道路拥堵现象时有
发生。泰城西北部出入京台高速的交通
流，需绕行泰安西互通或万德互通，距离
远，出行不便。同时，随着泰城西部高铁新
区、旅游经济开发区以及岱岳新城的快速
拓展，泰城西北部高速公路与城区交通不
畅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增设互通立
交的呼声越来越高。京台高速泰山西互通
立交实施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现状。

既认真受理群众举报，也要为受到诬告陷害和错告的党员干部还清白

澄澄清清不不实实举举报报 泰泰山山区区纪纪委委为为干干部部正正名名
本报泰安8月8日讯 (记者 薛

瑞) 为营造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的
良好氛围，及时为受到诬告错告的
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切实保护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泰山区纪
委监委现对4起党员干部受到不实
举报的问题予以澄清。

关于澄清对上高街道施家结庄
村委会主任张伟的不实举报。2018
年10月，有群众匿名举报，反映张伟
操纵基层换届选举、侵占集体资产
等问题。区纪委监委分别向街道组
织办和民政办调查了解情况，并查
阅了相关资料，经多方查证，未发现
张伟在换届中有违规操作问题；通
过查看招投标手续、相关合同和帐
目，未发现有侵占集体资产问题。举
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予以澄清。

关于澄清对上高街道宁家结庄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訾峰的不实
举报。2019年4月，接到上级转办线
索，反映訾峰侵吞村集体资产和涉
黑问题。区纪委监委对该村主要收
入、建设工程以及农大小吃街项目
的拆迁补偿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多
方查证，未发现訾峰有侵占村集体
资产的问题；经向公安机关查询，未
发现訾峰有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问
题。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予以澄
清。

关于澄清对省庄镇东苑庄学校
校长赵光明的不实举报。2019年6月
收到群众匿名举报，反映赵光明侵
占学生食堂利益、违规发放福利、违
规收受礼金、存在不当言论等问题。
区纪委监委对该线索进行了实地查

访，并查阅了相关帐目和资料，经多
方查证未发现赵光明侵占学生食堂
利益等问题。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
实，予以澄清。

关于澄清对泰安东岳中学校长
张继东的不实举报。2019年6月，有
群众匿名举报张继东在高级职称分
层晋档评聘工作中违反程序、随意
制定职称聘任细则及副校长王玉芝
吃空饷问题。经区纪委监委核查，该
校职称聘任细则的制定有依据并经
过教代会充分讨论，张继东及两位
副校长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聘任为五
级，不存在违反程序和随意制定细
则问题。副校长王玉芝系被借调到
区委统战部工作，不存在吃空饷问
题。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予以澄
清。

泰泰城城示示范范校校数数量量
已已经经增增至至6644处处

本报泰安8月8日讯(记者 侯海燕) 8日上
午，泰安市城区教育系统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推进
会召开。

会议通报了2018年、2019年上半年市教育局
创城情况，认真梳理创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
对下一步相关工作做详细部署。

据了解，在创城工作中，教育系统集中力量
精准发力，为四区和市直学校打造文明城市创建
示范校，树立榜样，引领带动作用，先后推出了泰
山中学、泰安六中、岱岳区实验中学、景区大津口
小学、高新区凤凰小学五个示范校，打造了区域
现场典型，并迅速在城区学校进行学习复制，推
广提高，截至目前示范校数量增长到64处。

教育系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创城增光
添彩，开展“红领巾，绿丝带”志愿者服务活动、爱
国主义读书系列活动、泰山国学小名士评选活
动、文明城市创建童谣征集评选活动等，打造教
育创城的特色品牌,成为教育创城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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