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月19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呼廷贵在相关单位
人员的陪同下到回河街道法庭检查“e租宝”案信息核实登记点工
作进展情况。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纪东明，区法院院长韩刚，
区检察院检察长赵性雨陪同检查。

呼廷贵通过翻看资料、询问、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e
租宝”案信息核实工作进展的具体情况，深入了解了核实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座谈会上，呼廷贵要求，要做好服务工作，确保“e租
宝”案信息核实登记工作顺利进行，确保社会稳定；要严把信息核
实登记流程，对身份信息、集资信息等材料做好准确核实登记；要
继续细化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要各司其职、落实责任，做好
应急预案，提前进行防控排查，积极防范风险，确保信息核实登记
工作安全平稳。

区直有关单位、回河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李树新 袁睿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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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女子学院助力济阳旅游
发展实践活动总结会议召开

本报讯 7月19日，山东女子学院助力济阳旅游发展实践活动
总结会议在会务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旅游促进服务中心负责
同志、各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以及山东女子学院相关老师和学
生们参加了会议。

会上，女子学院的学生们结合一周来的实地参观考察、访谈、
调研，现场展示了此次实践活动的工作成果，详细讲解了为仁风
镇编制的旅游总体规划、垛石梨花节策划等工作，现场演示了对
澄波湖、子乾生态园等景区撰写的导游词，并对我区旅游发展提
出了宝贵建议。

最后，旅游促进服务中心负责同志对参加实践活动的老师和
学生们的辛勤付出表达了感谢，并希望双方加强交流合作，争取
将助力济阳旅游实践活动做成社会实践的亮点项目、济阳旅游人
才支撑的品牌项目。 （江燕）

工业和信息化局

邀请区委党校教师授党课
本报讯 7月19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邀请区委党校讲师秦珊

为全局职工上了一堂专题党课。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全体人员参
加活动。

秦珊老师着重从习近平同志工作实践看新思想的产生和发
展、理论逻辑、理论品格三个方面图文并茂的讲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课深入浅出、深刻透彻，使大家拓宽了
工作视野，汲取了工作经验。大家都感觉干货满满、收获颇丰。
大家在认真聆听了党课后纷纷表示，党课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思想性和指导性，给人启迪，催人奋进，进一步坚定了密
切联系群众，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信心和决心。 （张静）

齐鲁银行
济阳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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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整存整取利率再升
级！一万以上五年期存
款利率 4.2625%，三年
期存款利率3.9875%。

本报讯 7月19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占道经营、店
外经营、乱贴乱画集中清理整治行动。记者
跟随采访看到，不少重点路段依旧存在占道
经营现象，全部被依法予以清理。

当日，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沿龙海路、居民
小区周边、商业综合体周围进行突击检查，发
现不少商家为方便营业，将货物商品及货架
等随意摆放在门外公共区域，个别区域存在
严重的占道经营行为，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
出行安全。据了解，前期城管执法部门已经
下达通知书，依法予以劝离，并责令其不准在
进行违法占道经营和店外经营。不过，在当
天的突击检查中,仍有个商家来此违规占道
经营，不法小贩占道经营，以上行为均被执法
人员依法暂时查扣了经营工具。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此路段两侧有四五个小区和一个

城中村，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由于周围没
有大型的购物市场和农贸市场，这些摊贩的
存在，确实给居民提供了不少生活便利。不
过，居民购物时，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都停
在马路上交通秩序一团糟不说，还存在安全
隐患。接下来，他们将会加大管理和整治力
度，把城区规范管理起来，尽量减少对交通的
影响。

经本次集中整治违法占道经营、店外经
营、乱贴乱画行为被清理一空，市容秩序变得
整洁有序。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天他们检查的都是辖区内一些重点
和难点路段。通过检查来看，占道经营、店外
经营现象依旧存在。接下来，他们将建立常
态化整治制度每周开展不定期的集中整治行
动,对违规占道经营、店外行为依法予以严
惩，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市容秩序。 （杨雪婷）

区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到银山社区开展慰问贫困户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曲堤镇以发展特色农业
经济为载体，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今年 6 月
份，为顺应新时期现代农业大蒜产业化经营
需要，助力蒜农增收致富，曲堤镇成立了三
教大蒜市场，规模化经营。

调结构 让蒜农抱团闯市场
有人说，船小好掉头。曲堤镇认为，船

大不怕浪高，发展大蒜生产必须上规模，只
有规模大才能吸引客商，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为此也制定了扶持大蒜发展的一系列
优惠政策，无偿为群众修路、通电，为大蒜产
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目前，全镇大蒜种植
面积达一万五千亩，年产量在四千万斤以
上。

基地规模的扩大有效保障了货源供
应。“以前在其它地方收蒜，货源少，一天下
来也收不到多少货，来了三教大蒜市场，货
源充足，质量也很好，所以我就愿意常来。”
河南金乡的王老板告诉笔者。“客商来拉蒜，
如果发现货源充足，下次还来，慢慢客商就
多了，蒜价也会上涨；反之，如果货源跟不
上，客商少了，价格自然就会跌落。以前种

植太零散，蒜农要自己进城销售，价格高，没
有人来买，价格低，收益少。三教大蒜批发
市场建成后，慢慢客商都成伙地来，以后根
本不愁销路，价格也合理，收益也高。”谈起
大蒜市场建成的好处，曲堤镇杨家村的杨大
哥有说不完的话。

兴市场 畅通销售大通道

农民不怕吃苦，就怕种出来没有市场。
仅靠个别农户的“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气候，
曲堤镇三教村挑选了一批种植能人和致富
能人，成立了大蒜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进

入市场的准入程序，传授种植技术和销售技
巧，降低蒜农的风险；同时，通过抱团经营，
也提高了蒜农的话语权，增强了议价能力，
避免了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使得整个大蒜产
业有序健康稳定发展。

为了加快大蒜市场的修建进度，市场工
作人员挖沟、安地磅、装修办公室等多项工
作同时进行，看着大蒜市场正一点点建立起
来，大家累并快乐着。“我们建立大蒜市场不
是以盈利为目的，初衷是为了让老百姓腰包
鼓起来，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内多做老
百姓们的思想工作，对外要多吸引客商，畅
通销售大通道。”曲堤镇党委书记张瑞刚说
道。有充足的货源、稳定的客商，大蒜市场
才能更好地发展。为了能吸引更多客商驻
留大蒜市场，曲堤镇给客商们免费提供食
宿，积极做好后续保障工作。

下一步，曲堤三教大蒜市场将加大力
度，广泛吸引客商，进一步规范交易秩序，按
照“市场+基地+农户”的经营运行模式，切实
做大做强大蒜产业，加快蒜农增收步伐，让
特色农业获得长足发展。

（姜晓静）

全镇大蒜种植面积一万五千亩，年产量达四千万斤

曲堤镇 三教大蒜市场助力蒜农增收致富

本报讯 7 月 19 日，区教育和体育局
在创新中学采用摇号形式完成了城区 4
所学校的新生录取工作，摇号采取随机抽
取报名序号尾数的办法。

据悉，今年创新中学和竞业园学校的
小升初报名人数2848人，经初步审核，符
合报名条件的2848人，创新中学预计录取
600人，竞业园预计录取 600 人；志远学校
小学部报名人数762人，经过初步审核符
合条件的762人，预计录取221 人；实验幼
儿园报名人数为 609 人，预计录取 240
人。我区今年统招招生计划全部通过摇

号方式录取，摇号采用随机抽取报名序号
尾数的办法确定录取名单。

最终，竞业园学校抽取号码的后两位数
为 42、15、16、39、70、43、69、02、86、72、34、
24、95、65、88、47、33、48、23、50、36，共 21
个。创新中学抽取号码的后两位数为 68 、
76 、03、30 、31、77 、64 、22 、09 、96 、
08 、87 、44 、40、60 、07、83、98 、62 、92、
91 ，共 21 个。志远学校抽取的号码后一位
数为 6 、9 ，共2个；后两位数为 73、67、63、
80、02、82、87、41、54，共9 个。实验幼儿园抽
取的号码为 3、8 、5、2 ，共4 个。 （王清）

城区四所中小学幼儿园
摇号录取1661人

城管局
针对重点难点开展集中行动清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贴乱画

本报讯 7月17日，区水务实业有限公
司组织在职党员到共建单位银山社区走
访慰问了4户帮包贫困家庭，并为他们送
去了食用油和大米等生活慰问品。

走访慰问中，在社区温书记的带领
下，水务实业有限公司在职党员先后到舜
怡佳园和韩家小区进行走访帮包贫困家
庭。在职党员们面对面亲切的与帮包户

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困
难，鼓励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在社区的
配合下，竭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通过该活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拉进
了党群、干群关系，凝聚了民心，为建设新
型社区，全面开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
工作，夯实了基础，贡献了供水人的力
量。 （王德彬 王秀莲）

市民朋友们：
你们好！为解决广大市民

朋友到市民中心办事停车难的
问题，7月22日（星期一）起临时
启用市民中心地上停车位及地
下停车场，现将相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地上停车位
广场周边环形路为单向通

行，车辆于南门或东门进入环
形路后只可右拐，严禁随意掉
头、逆行。市民中心大楼北部
两侧各设有 13 个固定停车位，
除此以外，机动车可靠环形路
右侧停放。

二、地下停车场
（一）停车场临时开启西侧

出入口双向通行，东侧出入口
因地下人防工程尚未完成施
工，暂时无法通行；

（二）来往车辆必须按照指
示行驶，严禁逆行、穿行；

（三）停车场开放时间为7：
30-18:30，夜间不允许停放车辆；

（四）为方便市民正常办理

业务，停车场内只允许市民中
心工作人员及办事群众车辆停
放，严禁无关车辆长时间占用
公共停车位，否则予以拖走，产
生的费用由车主负责；

（五）停车场为临时开启，
监控设备尚未完善，车辆内不
要存放贵重物品，以免造成财
产损失。

三、非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棚位于广场

东侧，可停放二轮自行车、电动
车，三轮、四轮车电动车沿环形
路右侧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
车停车位，停放电动车时请按
顺序整齐停放，所有非机动车
严禁驶入地下停车场。

地上及地下停车场平面图
附后，为确保办事群众人身及
车辆安全，请服从安保人员指
挥 ，如 有 疑 问 ，请 拨 打 电 话
84232550咨询。

济南市济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7月1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
办法》和《山东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现将济南市济阳区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
机制暨核定配气价格听证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8月6日上午9时
地点：锦晨之光酒店 7 楼会议室（济阳区华阳路 97

号）
二、听证会内容
（一）完善联动机制的内容
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价格上下

游联动制度的指导意见》（鲁价格一发〔2018〕73号）要求，
对我区2015年12月30日出台的燃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
制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

1、联动周期及启动条件。
（1）居民。确定联动调整周期及综合城市门站价格

变动幅度，销售价格根据城市门站价格变动情况进行相
应调整。

（2）非居民。确定联动调整周期及综合城市门站价
格变动幅度，在联动周期内加权平均购气价格（当地天然
气综合城市门站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销售价格按非居
民用气购气价格变动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当联动周期内
加权平均购气价格变动幅度未达到一定幅度时，销售价
格不作调整，其加权平均购气价格增减额纳入一下周期
累计计算。

2、确定居民及非居民联动公式。
（二）确定济南市城区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
配气价格是制定到户销售价格的基础。配气价格

核定后，在企业不发生重大成本变化情况下，保持相对
稳定，也就是说，配气价格相当于销售价格中的固定成
本，基本维持不变；只有经过再次成本审核后，成本变化
较大，才能启动调整程序。

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实施
意见》（鲁价格一发〔2018〕33号）和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印发的《济南市配气价格监管规则（试行）》（济发改
物价〔2018〕404号）的要求，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
合理收益”的原则，即通过核定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的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考虑税收等因素确定年度
准许总收入，制定配气价格。

三、城市燃气成本监审结论
经对各燃气企业 2016-2018 年度配气成本进行监

审，我区配气价格为0.59元/立方米。
四、听证会听证人、参加人、旁听人员的姓名及职业
1、听证会听证人
张庆军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李 敏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陈 超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2、听证会参加人（21名，按照字母顺序）
卜庆革 社区工作人员 卜小波 经商人员
杜吉民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郭法东 行政业务办公

人员
靳同强 企业经理 李 振 企业部门主管
李艳华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刘金龙 企业经理
齐雯雯 企业部门主管 秦建国 社区工作人员
任传强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苏 蒙 经商人员
田贯三 教育科学研究人员 王 旭 企业工作人员
王协太 企业工作人员 王长江 经商人员
吴爱国 企业经理 吴晓波 企业部门主管
肖培培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张士才 行政业务办公人

员
张兴利 行政业务办公人员
3、听证会旁听人（5名，按照字母顺序）
高义秀 自由职业
贺连锋 银行从业人员
李三涛 企业工作人员
李文静 教育行业从业人员
赵海生 企业经理
市民对本次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暨核定配气

价格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反映。
电话：84218862
邮箱：jyqfgwbgs@jn.shandong.cn

济南市济阳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7月19日

关于召开济南市济阳区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
暨核定配气价格听证会的公告

关于启用市民中心地上
停车位及地下停车场的通告

本报讯 7月19日，全区企业上云暨两化融合培训会议在为民
服务中心二楼综合会议室召开。

会议邀请了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院暨省两化融合测评中心、
市联通公司产创中心的专家就两化融合评估、两化融合贯标评
定、企业上云等内容为广大企业作了细致的讲解和培训。省电子
信息产品检验院郑翠洁主任就两化融合评估标准、规范、流程实
操以及两化融合贯标企业认定标准、流程、补贴政策作了详细讲
解。市联通公司产创中心杨玉柱副总经理就企业上云的相关产
品、使用价值、补贴政策为企业作了介绍。

全区150多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企业对两
化融合、企业上云的相关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信息化在企业
发展中的作用有了崭新的认识。为我区下一步两化融合、企业上
云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家企业表示，下半年要积极争
取申报两化融合贯标、实现上云，用活用好政府信息化支持补贴
政策，推动自身企业转型发展。

区工信局、济北开发区、各镇（街道）负责同志，以及区联通公
司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 （陈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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