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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区实验小学大门口，
在护送学生过马路和维持交通秩序的人
群中多了近20名身穿红马甲，臂佩红袖标
和打着红旗的中老年志愿者，热情地和学
校领导、老师、学生、家长及警察一块组织
学生有秩序地安全护送学生入校。

经了解，这是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
局组建的文明实践老干部护学志愿服务
队。目前，区委老干部局志愿服务团体已

有志愿者30多名，随着今后志愿服务项目
增加，志愿服务队伍将不断扩大。在组织
好四支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服务的同
时，继续开展农村振兴、倡树文明等活动，
使志愿服务方式和内容更加适应不断变
化的新形势，更好地发挥老干部志愿者在
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为济南北部新区
建设贡献老干部力量。

（孙延玉）

区委老干部局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近日，济阳黄河河务
局机关总支部全体党员到大峰山党性教
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红色教育。

此次红色教育共有41名在职党员、18
名离退休党员参加。全体党员同志首先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大峰山革命历
史纪念馆，随后在初心广场，全体党员在
鲜红的党旗下，同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广场上回荡，表明了大
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最后全体人员到
达大峰山革命烈士陵园，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鞠躬祭奠，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
敬、缅怀之情。

回望历史，感慨顿生，通过此次党性
教育，大家无不为革命先烈们的革命精神
所感动。党员同志纷纷表示，近距离感受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既涤荡心灵，又催
人奋进，令人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

（王志鹏 郭沙沙）

黄河河务局
传承红色基因 接受红色洗礼

本报讯 近日，区疾控中心健康促进
志愿服务队分别到一休幼儿园、汇鑫苑社
区、济北公园和济北小学开展“全国爱眼
日”宣传活动，

本次“全国爱眼日”的主题为“共同呵
护好孩子的眼健康，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的未来”。活动中，服务队统一穿着志愿
者服装，在一休幼儿园和济北小学，向学
校的学生儿童发放“儿童近视的预防”宣
传册，详细讲解预防近视的六大策略。在
汇鑫苑社区、济北公园和一休幼儿园门口

向社区居民及学生家长发放了儿童近视
预防宣传册、健康生活知识读本、儿童与
高血压的海报、“一评二控三减四健”知识
读本、控油壶和控盐勺等。本次活动共计
发放宣传材料及控油、控盐工具500余份。

本次活动将“全国爱眼日”宣传活动
和疾控中心健康促进志愿活动结合在一
起，重点向居民讲解了预防儿童近视的相
关知识，既发挥了疾控中心的专业优势，
又体现了疾控人积极参加志愿活动的精
神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沈 倩）

疾控中心
开展健康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精心组织科学安排，扎实推进贫困人
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民生工程，取得显著
成效。

该中心前期大力宣传签约服务内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的、意义和相关政
策，引导贫困人口积极主动参与家庭医生
签约，组建10支“3+1”健康扶贫医护团队
形成“组团式”服务。连日来根据中心统

一安排，每个团队负责87名贫困人口的签
约服务工作，多数群众自理来中心进行签
约，并享受了免费测量血糖、血压、心肺听
诊等服务，对无法自理或者行动不便的进
行了上门签约服务。同时采取随机电话
回访的方式，对签约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
检查调度，切实调动提升服务团队和签约
医生的积极性，确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作取得实在的效果。 （王山跟）

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推进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济北街道

召开曹某信访事项听证会
本报讯 近日，济北街道在二楼会议室召开曹某信访事项听

证会。
曹某，济北街道杨窑村人，因村内拆迁时他在狱中服刑，当

事人出狱后对拆迁时其二嫂林某代为履行的拆迁事宜提出异议
并将其告上法庭。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曹某不服判决继续上
访。经过前期开展工作，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为了彰显人民
调解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济北街道决定依法采取公开听证调解。

听证会上，街道信访办主要负责同志对听证会的主要环节
及相关注意事项和会场纪律进行了宣布；双方当事人对各自诉
求和申诉分别进行了陈述；街道调委会和‘和事佬’调解室同志
依据客观事实，通过摆真情、讲道理提高双方当事人的思想认
识，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下一步，济北街道将充分借鉴“枫桥经验”模式，加大发挥基
层调委会和“和事佬”调解室力度，为创建和谐济北贡献力量。

（武庆富）

发改局

对新小麦上市价格进行专题调查
本报讯 为准确掌握新小麦价格走势，区发改局组织专人

对新小麦上市价格进行了专题调查。
本次调查选取济阳街道、曲堤、仁风等三个镇（街道）15 个

调查户。采取纸质问卷和电话调查方式，主要对农户对小麦最
低收购价政策的知晓程度、对新小麦上市的最低预期价格、粮食
收购企业对今年新小麦预期收购量、农户对完善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的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

根据我区当地粮食收购企业和农户的反应，预计今年新小
麦开称价与去年基本持平，在1.02元/斤左右。建议小麦最低收
购价格应根据每年种植成本变化情况动态调整，确保农民种植
成本有所保障，进一步提高粮食作物的种植积极性。目前我区
大部分收粮点清理库存，为新小麦上市做好收购前准备。面粉
厂家也开始盘整自身的小麦库存、开机时间、面粉库存等，为收
购新小麦做好了充分准备。 （时 霞）

新市镇

召开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

业务培训会
本报讯 为严格落实全区开展脱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要求，

近日，新市镇组织全体帮包干部召开了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业
务培训会。

会上，该镇扶贫办负责人对全体帮包干部进行了集中培
训，详细介绍了帮扶责任人职责、帮扶工作方法以及当前政府对
贫困户的主要帮扶措施等基本内容，同时结合入户调查表，重点
讲解了帮包干部入户调查应知应会内容。

该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开展扶贫业务培训，是全面打赢
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全体帮包干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切
实把帮包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为贫困群众长效脱贫履好职
尽好责。要牢牢把握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深入学习、
钻研扶贫政策，切实解决业务知识“一知半解”的问题，解决“想
干不会干、想干干不好”的问题，确保全镇脱贫成效经得起考验、
落得到实处。

会议还对禁烧、环卫一体化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
结束后，该镇组织帮包干部进行了业务知识考试，通过以考代训
的方式进一步夯实帮包干部的业务水平。 （刁力洪）

仁风镇中心片学区

举行消防安全“实战”演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工作，增强全体师生消防安

全意识，近日，仁风镇中心片学区举行消防安全“实战”演练。演
练活动前，制定了详细的预案，各班班主任向孩子们详细讲解了
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技巧和注意事项。随着“发生火灾，各班同
学迅速撤离！”一声号令，同学们捂着湿毛巾，从教室里快速、有
序地撤离，不到一分钟，同学们便跑到了活动场地上。活动的开
展，切实提高了孩子们发生火灾时的自救自护能力。（杨光英）

作 业 公 告

本报讯 近日，新市镇开展了环境卫生
综合大整治行动，要求全体机关干部、党员
以及镇域内全体居民参与到环卫整治活动
中来，利用“四个到位”打好环境卫生整治攻
坚战。

动员会议，广而告之，宣传发动到位。
为确保环境卫生综合大整治行动顺利进行，
新市镇召开了环境卫生综合大整治动员大
会，开展卫生大评比活动，根据环境卫生整
治情况，各村分别评出文明清洁村庄和星级
文明户，以点带面带动全镇环卫整治工作。
此外，利用村宣传栏、村村通、环卫整治宣传
车、发放传单等方式，向镇域内居民宣传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的益处，促进全镇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形成人人讲卫生、户户爱清
洁的浓厚氛围。

分解任务，划分区域，整治责任到位。
为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有效开展，新市镇
实行网格化管理制度，划分卫生区域，机关
干部认领片区，任务分解明确到人。在集中
行动中，以管区为单位将全镇分为五个大网
格，每村为一个小网格，大网格由包管区领
导负责，小网格由包村干部负责。同时，根
据垃圾堆放情况，将每一个小网格细化为多
个网格点，明确负责人。此外，该镇主要领

导不定期对各自负责的片区进行巡查，不留
情面“直接抓、现场抓、跟踪抓”做到立即指
出，立刻整改。

加大投入，配齐设备，经费资金到位。
新市镇大力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为了确保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更加顺利，全镇77个村庄

约4.18万人口，投入资金30多万元用于环卫
设施的添置，其中购买垃圾桶 2426 个、密闭
式垃圾清运车 5 辆、聘请保洁员 112 余名。
同时，加强设施建设，取消露天垃圾池等老
旧设施，实现了桶车对接、密闭化、无撒漏运
输。此外，制定了环卫整治工作细则，要求

保洁员每天按时到岗，按片区进行农户垃圾
收集和公路沿线日常保洁；垃圾清运车以

“定时清运+按需清运”工作模式及时回收清
运垃圾，保证日常垃圾清理工作。

道路整洁，拉网排查，整治效果到位。
开展村内、沟渠、堰塘、河道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对村内、堰塘、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摸
清垃圾死角，全面打捞水面漂浮物、清整村
内成堆垃圾。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专项活动
10余次，组织学生参入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中来，从娃娃抓起带动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在开展城乡环卫集中整治工作的同时，新市
镇正探索建立完善的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制
度。逐步建立长效的垃圾死角专人负责机
制、定期督查评议机制和环卫工作问责机
制，确保环卫工作不留后患。

通过集中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新市镇
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全区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第一季度评比中，新市镇拔得头
筹。现在的新市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
生活环境有了显著提升，环境好了，村民心里
也敞亮了。据了解，接下来，新市镇将持续推
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并加大农村环境
卫生宣传工作，营造人人爱环境的良好氛围，
推动新市镇美丽乡村建设。 （韩福燕）

新市镇“四个到位”打好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战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来，伟大祖国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
雨兼程，70年来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济南市济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将联合组织开展“我
和我的祖国”暨传统文化主题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围绕建国 70 周年发生的沧桑巨变，以

个人感悟、家国情怀为视角，讲述广大人民
群众与新中国风雨同舟的感人故事。

1.唱响主旋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个人的所
历、所见、所闻、所忆、所感、所悟，讴歌人民
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建设新中国的丰
功伟绩，唱响济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
斗交响曲。

2. 展现家国情。以百姓语言、百姓视
角、百姓情怀，通过物的更迭、事的变迁、人
的变化，挖掘红色记忆，传承传统文化，深切
表达济阳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和赤子
之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齐心协力、不懈奋
斗。

二、征文要求
征文要求主题突出、内容具体、语言流

畅、故事性强、体裁不限，字数为 1000字左
右，可配发历史资料照片和体现新变化的照
片。征文作品须为未发表的原创作品，如发
现有剽窃、抄袭等情况，一律取消评奖资格。

三、征文时间及奖励
1、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投稿截止日

期为6月30日。
2、投稿截止后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并颁发证书。
四、投稿方式
来稿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字样，

并写清楚投稿人姓名、单位、地址及联系电
话。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所有征
文，主办方均享有编辑权、修改权和使用权。
此次征文活动以WORD文档的形式提供电
子版，发送至jyqtsg@jn.shandong.cn邮箱。

邮寄地址：济阳区文体中心（新元大街
与正安路交汇处）。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训平
联系电话：0531-84210132

济南市济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济南市济阳区图书馆

2019年6月11日

庆祝建国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暨传统文化征文启事
由于人工影响天气在防雹增雨抗灾减灾作业时，采用的

都是实弹，难免会有个别火箭弹或炮弹未爆炸直接落到地
面，为了保证作业区域人民群众安全，根据国务院《人工影响
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有关规定，特公告如下：

一、每年 5月 1日至 10月 1日为人工防雹期，10月 1日至
明年 5 月 1 日为人工增雨（雪）作业期，在此期间若有适宜的
天气过程，均可能进行高炮（或火箭）作业。

二、作业范围：以炮点为基点半径6公里的范围内。
三、作业方式采用三七高炮和火箭。
四、若发现未爆炸的炮弹和火箭弹，切不要擅自捡拾，更

不能自行拆卸，应及时与区人影中心或镇（街道）人武部联
系，以便妥善处理。

五、如若捡拾后自行拆卸，藏匿或转买，由此引发的不良
后果，由当事人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84211558
济南市济阳区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投入资金30多万元添置环卫设施，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专项活动

本公司现对社会公开招聘出租车从业人员8名。
报名条件：一、具有三年驾龄的合法有效驾驶证。
二、具有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
四、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五、交警部门出具的三年无重大责任事故证明。
六、人行征信中心开具的个人信用报告。
七、驾驶员年龄男不得超60周岁，女不得超过50周岁。
有对经营出租车需求，并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可以携

带所有资料到公司报名。
咨询电话：84233345
报名时间：2019年6月12日——6月14日
报名地址：济阳区通达出租公司（济阳区旺旺街与汇鑫

路交叉口东南角院里）
济阳区通达出租公司

招 聘 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