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垛石镇乐满家购物广
场举办爱心公益活动，对环卫工人表示
慰问。

活动中，乐满家购物中心负责人向
环卫工人表达了敬佩和感谢，并向 36 名
环卫工人发放粽子、茶叶、水杯、凳子等
慰问物品，每个领到慰问品的环卫工人
都露出了高兴地笑脸。

垛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乐满

家购物广场举办的爱心公益活动，可以
看到，环卫工人的工作正得到社会各界
的认可和支持，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
个人加入到关爱环卫工人的队伍当中。
在这里，感谢大家对环卫群体的关心。
环卫工人们也会加倍努力，以兢兢业业
的态度打造靓丽的人居环境，为绿水青
山作出应有贡献。

（刘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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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
济阳支行

81178666 81176716

齐鲁银行 在您身旁

齐鲁市民贷最高额度30
万，年化利率低至 6.66%，
在线申请、随借随还、手续
简便，最快当天放款，提前
还款免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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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济阳区济北创
新智慧产业园 20-1 号厂区内，占地面积
6369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办公楼等，购置2套全自动数

控钢筋桁架筋焊接生产线设备，二期工程
依托一期的生产车间及办公楼，购置 2 套
全自动数控钢筋桁架筋焊接生产线设备。
两期工程生产工艺一致，设计年产 15000

吨桁架筋，其中一期工程年产7500吨桁架
筋、二期工程年产7500吨桁架筋。

联系方式：张经理 15562501018
全本公示链接：https://pan.baidu.com/

s / 1fDE_- l-R_Uk-OVVUGzXAbA 提取
码：wbdl，公众若有意见可及时联系反馈。

公告发布单位：济南惠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济南惠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5000吨桁架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公示

国土绿起来 林业活起来 人民富起来

本报讯 近日，区关工委在区第二实
验小学开展第三季“爱心天使”心理健康
进校园活动。

2017年区关工委开展了第一季“爱心
天使”心理健康进校园活动，其重点是在
济阳城区重点小学开展心理健康科普服
务。2018年开展第二季，主要选择济阳区
最边远小学开展心理健康科普服务。活
动中，主要采取“学校点餐，心理团队上
菜，关工委买单”的方式，两季共举办“爱
心天使”心理健康进校园 30余场次，创建

心理特色学校12所，培训学校教师心理骨
干36人，受惠师生及家长30000余人。

2019 年第三季“爱心天使”心理健康
进校园，无论团队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又提
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档次，区关工委将树立
精品意识，力争把“爱心天使”心理健康进
校园打造成全市乃至全省心理健康进校
园服务的品牌。为全区广大青少年健康
快乐成长，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
献。

（通讯员）

区关工委
开展“爱心天使”心理健康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6 月 5 日，济南市旅游联合会
五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力诺集团产业
园隆重召开。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同
志、省旅游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市文化和
旅游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各县区文化和旅
游局（中心）负责人、市旅游联合会负责人
和会员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2018年度泉城
济南“百佳”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并

举行了颁奖仪式，向荣获“旅游服务领军
品牌企业”“旅游人气目的地”“影响力旅
游活动”“产业融合优秀单位/项目”“旅游
管理英才”称号的单位和个人颁奖。

我区海棠湾、徐庆增、王利元等3家企
业及个人分别荣获 2018 泉城济南旅游人
气目的地和 2018 泉城济南旅游技术能手
称号。

（通讯员）

旅游促进服务中心
我区旅游服务3家企业及个人获嘉奖

我区全面开展夏季秸秆
禁烧宣传工作

本报讯 秸秆是重要的有机资源，弃之为废，焚之为害，用之
为宝。为此，在麦收季节，我区针对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展开全
面部署，抓好宣传，引导群众参与、监督、落实禁烧工作。

农作物收割期间，各镇（街道）加强了日常巡查和现场检
查，坚持全天候驻守、巡查和值班制度，实行点位布控、分片包
干、轮流作业、组建应急队、派出流动哨等方式，实行 24小时不
间断巡查检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制止焚烧行为。各
镇（街道）认真抓宣传，每日派出宣传车播放宣传口号，派出流
动巡逻员发放宣传彩页，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宣传，并配合入户
讲解相关禁烧法律责任，确保每一名居民都切实意识到秸秆禁
烧的紧迫性及重要性。

我区全面开展夏季秸秆禁烧工作不仅是把“不着一把火、
不冒一缕烟”作为禁烧工作的作为标准，把人民人身财产安全
放到首位，更要确保我区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曹雨菡）

档案馆

顺利完成机构改革

涉改单位档案移交进馆工作
本报讯 伴随着原民宗局档案移交进馆，我区机构改革涉改

单位档案进馆工作圆满划上了句号。此次我区档案馆共计接
收档案11553件，其中永久保存档案8661件。

我区档案馆在区级机构改革中主动作为、积极跟进、精准
对接。及早谋划。区档案局（馆）在 2018年下半年结合全区大
调研工作时，对照市机构调整构架，有重点地进行摸排，形成第
一手资料，真正把好把准脉；及早对接。区档案局、区档案馆积
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2月区委、区政府印发《关于在机构
改革中加强档案工作的通知》，做到文件材料与区机构改革方
案同步印发，档案与机构改革工作同步进行；及早实施。2月19
日我区机构改革动员部署大会一结束，区档案馆对全区机构调
整优化部门（单位）一一梳理，一一对标、一一对位，印发《关于
做好机构改革涉改部门档案移交进馆工作的通知》，明确档案
工作要求和档案流向和处置，做到工作点对点、责任人对人，档
案封口管理、整体移交，保证了机构改革开展后档案有人管、工
作有人做、责任有明确。及时推进。4月12日，区档案局、区档
案馆召开机构改革档案工作推进会，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提高
政治站位，周密安排，要为档案整理和移交工作提供人、财、物
等支持，按时完成档案进馆工作。 （冯玉静）

崔寨街道

再掀“学习强国”学习热潮
本报讯 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崔寨街道广大党

员干部通过PC端和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学习，迅速掀起“比学
赶超”的学习热潮。近日，崔寨街道召开专题会议，组织辖区各
管理员对“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再部署，再掀“领导带
头学、党员主动学、职工跟着学”的学习热潮。

“作为党员干部理论武装的‘加油站’，‘学习强国’每天推
送的学习内容篇幅不长、内容精悍，便于我们利用零碎时间学
习最新的思想理论知识和收看最新的时政资讯，保障我们及时
掌握新动态、紧跟形势不落伍。”管理员小芦对笔者说。

通过看时政、学党史、答试题、晒积分等方式，崔寨街道形
成了“党建引领、党员先行、群众参与”的良好学习局面。“现在，
街道各党支部纷纷成立学习小组，专设管理员关注学习情况，
每天通报学习得分。很多同事把挑战答题的成绩分享到群里，
大家‘比学赶超’，极大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小芦说。（通讯员）

济北开发区

“三库联建”保障项目建设
本报讯 为全方位保障项目建设，济北经济开发区创新形成

“三库联建”项目推进模式，设立在谈、落地、在建项目库，“打
包”汇总项目洽谈、落地、建设全部资料，实时监控项目推进过
程，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

“三库联建”项目库基础信息分别由招商部、规划建设部、
综合服务部根据部门职能牵头整理，由专人进行每周一次汇
总、每月一次印发，在济北经济开发区实时发布，推动责任部门
及时跟进项目情况。“三库联建”项目库构建起全覆盖、无缝隙、
接力式运行的项目推进模式，通过优质高效的专业化服务，保
障项目从洽谈、落地到手续办理、建设等各个环节的顺畅衔接。
目前济北经济开发区共储备在谈项目 68个，怡亚通、盈石冷链
物流、连城数码港等已签约项目正加快落地，青岛有住智慧住
居、山东达沃通讯产业园、凯莱东尼、台稳精密机械、大润发仓
储物流等在建项目超计划节点加快推进。 （何晓艳）

曲堤镇

秸秆禁烧“防”字当头
本报讯 近日，曲堤镇针对夏收期间秸杆处理问题，强化四

项措施，防“秸秆焚烧”于未然。
实行领导包管区、管区包村责任制，加强领导，强化责任，

同时细致分工，以确保各项相关工作落到实处。通过出动宣传
车，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发放明白纸等形式，让群众充分认识
到焚烧秸秆的危害性，确保宣传内容、意义家喻户晓。包村干
部走村入户摸底调查，加大扶持力度，对确实有困难的家庭，给
予人力、物力等重点扶持，搞好夏收的同时，提高秸秆还田及利
用率。镇政府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督导组，加大督察力度，对全
镇各村进行巡回检查，发现忧患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焚烧秸秆
现象的发生。 （韩新华）

本报讯 6月11日，2019年我区中考在安
静、祥和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为全面做好中
考安保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中考环
境。区公安分局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各项校
园安保措施，大力开展安全检查和治安整
治，全力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
考试环境。

往返市区解燃眉之急
户籍窗口开绿色通道

6月10日下午18时许，新市镇辖区考生
杨某神色匆匆来到新市派出所值班室，向新
市派出所求助，称身份证丢失，明天就要参
加中考，急需用身份证件。新市派出所民警
张娜娜得知后，立即驱车从市区返回派出
所，为其受理身份证并办理临时身份证，为
考生杨某解燃眉之急。高效便民，惠民安
群，新市派出所一直在努力！

11日上午，济北办事处辖区 3名中考考
生来到济北派出所户籍大厅办理身份证，为
确保考生能正常参加考试，济北派出所户籍
窗口立即为考生们开通绿色通道，当场审核
相关材料并成功签发临时居民身份证。拿着

“刚出炉”的证件，考生和家长们都松了口气。

现场打印证件
恪尽职守为考生保驾护航
11日上午8：30分，分局户籍大厅就匆匆

的赶来了澄波湖中学的两名学生，上午 9 时
中考开考，却发现身份证不见了，一个户籍
在仁风，一个在曲堤，现在去派出所打户籍
证明已经来不及了。经与其学校沟通，说其
它能证明身份有照片和公章的证明都可以，

户籍大厅的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学生的焦躁
情绪，一边飞快的对其人口信息进行打印完
毕。为保证万无一失，民警又将联系电话留
给他们，承诺有任何情况，请及时联系，我们
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学生的身边，陪他们度过
人生第一次大考！

11 日，曲堤中学考生在考试进场核验
时，一名学生没有办理身份证，携带没有照
片户籍证明入场时，考场老师不认可。曲堤
派出所负责安保服务的民警立即驱车带领
领考老师到达城区派出所为其开具证明，确
保该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考试结束后，民警又利用中午休考的时
间，驱车载着该考生回曲堤派出所户籍服务
大厅加班为该名考生受理身份证，并打印了
带照片的户籍证明，以便能够让该考生顺利
进行下午科目的考试。

中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警恪尽职守，文
明执勤，克服情况复杂、考点分散等不利因
素，“顶高温、战酷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用实际行动践行惠民安群的济阳公安精神，
得到了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 （通讯员）

“顶高温、战酷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我区公安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垛石镇
举办为环卫工人送爱心活动

弘扬健康文化
倡导健康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