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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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切实做好济南市济阳区纬三路北、纬四路南、经四路至经一路东侧棚户区改造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山东省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项目范围内新增享受最低套型标准资格的认定公
示如下：

一、公示期：7个工作日（自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20日）
二、如对公告公示的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应于本公告公示期内向济南市济阳区老城片

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济南市济阳区纬二路 59 号自来水公司一楼西邻，联系电话：

84560181）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提出的，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附：纬三路北、纬四路南、经四路至经一路东侧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增拟享受最低套型

人员名单

济南市济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6月11日

关于对纬三路北、纬四路南、经四路至经一路东侧棚户区改造项目
新增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资格认定结果公示的公告

纬三路北、纬四路南、经四路至经一路东侧旧城区改建项目享受最低套型新增认定人员名单

序号

1

产权单位

供销社回收公司

房屋座落

济阳区经二路54号回收公司家属院内

房屋所有人姓名

杨敬鹏

身份证号

3701251976****6618

共有人姓名

王秀英

身份证号

3724301974****4226

住址

山东省济阳县物资再生公司济阳镇经二路61号

房产证号

购房收据

城乡交通运输局

开展农村公路打场晒粮

专项治理行动
本报讯 麦收季节来临，为预防和制止农村公路沿线打场

晒粮，进一步优化农村道路交通环境，区城乡交通运输局开展
农村公路沿线打场晒粮专项治理行动。

坚持宣传先行，通过印发宣传材料，悬挂宣传条幅、现场讲
解政策等途径，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让广大群众认识到
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所带来的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理解、支持“禁
打禁晒”工作，提高爱路护路意识。分片作业、加大路政巡查力
度，路政科联合各交管所，采取分片作业、延长巡查时间、加大
巡查频率等方式，根据往年治理工作经验，对重点路段进行重
点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的行为。文明执
法，强化部门联动，执法过程以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为主，对不
听劝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联合公安、交警等部门，依法依规
进行强制清理。

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0张，悬挂横幅 20条，发现
公路打场晒粮行为31起，清理31起，确保了麦收期间我区道路
安全畅通。 （通讯员）

济北街道

开展“端午送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本报讯 近日，济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端午送健

康”活动，组织3名工作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携带检查设备，来
到闫家村开展扶贫义诊活动。

活动中，医护人员为贫困户和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
展减盐防控高血压健康教育讲座，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健
康问题。同时，逐户走访贫困户，了解他们近期的生活、就医等
情况，开展免费送药服务，讲解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健康扶贫
政策。此次活动共接诊 70 余人次，发放健康扶贫政策明白纸
17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 （宋红玉）

黄河河务局

召开汛期重点工作部署会议
本报讯 6 月 10 日，济阳黄河河务局召开汛期重点工作会

议，对当前全局重点工作进展及汛期各项重要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确保全局高质量完成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并实现安全度汛。

据了解，会上，该局就驻守该局黄河派出所负责人调换的
相关事宜向参会人员进行了介绍说明，并感谢黄河派出所多年
来一直对济阳黄河治黄事业的大力支持；对近期汛前工程管理
普查过程中反映出的短板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明确相关责任人
及整改时限，要求以各基层管理段单位做好济阳黄河全线标志
标牌及警示标语的统一、规范的安装及标注工作，并在日常市
民休闲娱乐较多的黄河工程上安装垃圾桶，培养市民在黄河游
玩过程中垃圾入桶、垃圾分类的文明新风尚；发挥好财务支付
及监管职能，严格把控全局报销审核审批等流程的规范性、合
理性；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在防汛工作中提高思想认识，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防汛形势，认真落实防汛责任制，
积极做好各项工作，根据上级部署及实际情况，完善各级防洪
预案，及时补充各类防汛物资，严肃防汛值班纪律，确保安全度
汛。

局领导班子、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及各基层管理段负责人
共计20余人参加会议。 （栾金灏 王哲）

正安社区

全面开展灭四害工作
本报讯 夏日正盛，为有效控制病媒生物的繁衍和增长，推

进国卫迎审工作纵深开展，近日，济北街道正安社区落实上级
部署，联合辖区小区物业完善毒饵站硬件设施，全面开展消灭
四害系列活动。

细致排查，全面掌握。正安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各小区
情况、毒饵站数量、鼠害重点区域，并建立相关台账，进行毒饵
等物品修复与补给，确保将工作做到实处，做出实效；迅速行动，
广泛宣传。依据排查情况，社区组织专人对卫生死角、墙角下水
道等地进行药物喷洒工作，同时提醒各物业小区做好警示标语，
提醒广大居民注意人身安全，珍惜劳动成果。据悉，此次行动共
出动20余名工作人员，尚未发现毁损毒饵站。下一步，社区将
建立定期检查制度，严格记录灭杀情况，确保灭四害工作顺利进
行，营造清洁、卫生、安全的小区居住环境。 （魏丛丛）

开元社区

开展查隐患、防事故专项排查工作
本报讯 近日，开元社区集中开展了“查隐患、防事故”专项

排查工作。
通过前期街道下发工业企业名单进行分工，每名工作者都

明确了自己负责帮包的企业。社区工作人员根据《济北街道工
业企业专项排查检查表》对企业各类相关手续是否齐全、特种
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工厂内是否悬挂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消防设备是否齐全、是否配有安全出口等进行现场摸排检查。
同时告知相关负责人要注重安全隐患、对员工定时开展安全生
产知识等系列培训。

此次工业企业专项排查工作给相关企业灌输防患于未然
的意识，提高预防事故的意识和能力，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
围，同时也加强了社区对企业生产隐患的监控，防止事故发生。

（张晨曦）

本报讯 随着气温不断上升，麦收也已
经拉开帷幕，为给广大村民营造良好舒适的
生活环境，近日，济阳街道马家村第一书记、
党员和村民齐动手、同上阵，对村内的垃圾
死角、“三大堆”等进行了集中清理。

清理现场，大家拿起铁锨、扫帚等工具，
铲土堆、清垃圾、抬石块、理柴堆……呈现出
一片干劲十足的氛围。“眼下路两旁的树都
变绿了，墙面也粉刷得这么漂亮，现在卫生
一打扫，确实比以前干净多了，家家户户房
前屋后都亮堂堂的，走在村里美得像画一
样。”村支书高均利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2014年马家村被认定为市级贫
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户、16人。时光
如梭，在第一书记李伟和帮扶单位区信息

（新闻）中心的共同协助下，马家村通过近几
年的发展，街巷全部实现硬化、绿化、美化、
亮化，村集体经济也从无到有，现已突破 10
万元，所有贫困户全部实现稳定脱贫，村民
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今年，为了让贫困群众更加有获得感和
幸福感，使“重精准、补短板、促攻坚”工作得
到不断提升，马家村以改善贫困户人居环境
为切入点，严格按照“五净两规范”的要求，
着力对贫困户家中存在的家具不全、院落不
平整、卫生环境等问题进行提升改造，确保

贫困户以更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生活。
村内有几户贫困户家中没有院墙，房屋

前仍是土路面，李伟了解情况后，亲自上阵，
与村民一起动手帮贫困户建好了院墙，硬化
了路面，极大地保障了贫困户的人身财产安

全。其中，有一位叫李天香的沿街贫困户，
因长期瘫痪在床，家中的卫生不能及时清
扫，李伟带人在清扫街巷卫生的同时，也将
该贫困户家中的卫生一起进行清理。“俺奶
奶这把年纪了，行动又不方便，多亏了李书

记和街坊四邻经常来看望我奶奶，还帮我们
打扫卫生，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李天香
的孙媳焦方翠说。

在贫困户高均和的家中，一件件家具整
整齐齐的摆放在屋里，虽然不是全新的，但
是比起原来的家具却干净实用了很多。“我
原来睡的床都是用砖头和木板搭在一起
的，现在这个一体床比我原来那个结实多
了，还有橱柜、茶几，多亏了李书记，亲自带
我跑前跑后地买了这么多家具。”高均和感
激地说。原来，高均和长期一个人生活，家
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木板随便一搭
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他想给自己家
里添置点家具，但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有
些力不从心。李伟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亲自开车带高均和去二手家具市场上挑选
了这些家具回来。

一桩桩民生实事办在了群众心坎上，捂
热了群众的心房，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但在李伟看来，这些
还不够，在他的计划中，下一步，他将在帮扶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为每户贫困户统一安装
新液晶电视，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
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坚定脱贫致富的信
心和决心。

（王 培）

村里环境美如画 百姓生活美滋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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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济阳街道组织开展了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村观摩交流会。

观摩团一行先后深入朝阳、东郭、葛
店等十个齐鲁样板村，实地查看了各村乡
村振兴打造成果。济阳街道主要领导对
各村的情况进行了逐一点评。并指出，发
展乡村振兴要“登高望远”，统筹规划，整
合资源，实现跨界融合发展；要“蹄疾步
稳”，综合考虑，以村为单位，推进乡村振

兴先行先试。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十个齐鲁样

板村书记畅谈对乡村振兴的规划设想。
街道主要领导表示，各村要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综合利用现有资源，形成自身特色；
要将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经济振兴的主体
产业，通过特色文旅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动力，让更多城市游客走进来，让
更多“新农民”留下来。 （王 培）

本报讯 美国白蛾是国家级重点植物
检疫对象，其危害性极大，一旦发生会对树
木造成毁灭性灾害。为实现对美国白蛾虫
情的持久有效治理，进一步巩固防效、保护
生态安全，太平街道按照上级要求和部署，
结合街道实际，严格防控防治，效果明显。

据了解，太平街道域内林地保有量约
2.37 万亩，森林保有量约 2.18 万亩，其中，
街道域内成灾面积达1.2万余亩，受灾程度
严重的涉及22个村，中度以上的涉及40多
个村，引起街道高度重视。4月份，街道先
后在西三教、殷桥、后冯、北刘桥、太平街道
办事处驻地设了 5 个监测点，共计捕获羽
化白蛾500余只。5月份以来，街道动用人

工100余人次，主要通过白蛾幼虫3龄前剪
除网目和人工喷药防治两种方式进行防控
防治，目前防控防治面积已超过1万亩，有
效控制了灾情扩散，防治效果明显。

下一步，街道将认真贯彻“预防为主，
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遵
循“突出重点，分区治理，属地负责，群防群
控，联防联治”的原则，推行“政府主导、部
门协作、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工作机制，
实行“以无公害防治措施为主体的人工物
理防治与药剂防治”的治理策略，降低虫口
密度，压缩发生面积，减少被害株率，提高
叶片保存率，保护森林资源，保障经济发
展，维护社会和谐。 （白兆凯）

太平街道
严格防控防治美国白蛾

济阳街道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观摩会举办

本报讯 高考刚结束，接着又迎来中
考。为保障莘莘学子安心、舒心地迎接自
己人生中的“第一考”，济阳城管初心不
改，负重前行，竭尽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营造岁月静（净）好般的考试环境。

中考前一天晚上，济阳城管人全员发
动，各中队、站所密切配合，紧紧围绕“静”
与“净”的工作要求，重点对济北中学、济
阳一中和澄波湖学校3个考点周边秩序和
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对各建筑工地的噪音
扰民现象加强巡查，为考生营造整洁、安
静、有序、干净的考试环境。中考第一天，
济阳区城管局出动执法队员 102人，分别
坚守在考点现场，维护考点周边的市容秩

序，规整停放不整齐的电动车辆，取缔周
边占道经营、无证设摊行为，保障了考生
的畅通安全出行；出动环卫工人226人、作
业车辆 20余辆，按照保洁分工，加强考点
周边的道路保洁，人机结合，实施机械化
清扫冲刷，人工普扫，巡回拣拾，保障了考
生有一个舒心整洁的考试环境。

据了解，中高考期间，区城管局建立
了领导带班巡查制度，每天晚8:00—次日
凌晨6：00，中午12:00—14:00，由一名领导
班子成员带班巡查，午间和夜间深入建筑
工地，加强督导巡查，将噪音扰民消除在
萌芽状态，为考生保驾护航。

（通讯员）

济阳城管
为考生保驾护航 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