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北街道正安社区

“三步走”做好计生奖励

扶助对象信息申报工作
本报讯 为使国家计生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近日，济北街

道正安社区“三步走”开展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信息申报工
作，确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家庭切实得到政策实惠。

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奖励扶助政策变动的实际，分别
从学习、宣传、见面三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一是学习到位，召
集辖区内各村居计生主任、计生网格员，认真学习上级文件内
容，准确掌握申报条件和程序，确保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宣传到
位，利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途径扩大居民知晓率，安
排村居计生主任、小区计生网格员下达通知，宣传计生政策；三
是见面到位，按照村居摸底、上报人数，与奖励扶助对象一一见
面，仔细查看其户口本、身份证等证明材料原件，询问奖励扶助
对象婚姻、生育史等相关信息，填写申报表，确保信息真实准确。
截至目前，已完成22名计生奖励扶助对象信息申报工作。

（李倩倩）

市民中心

全区离退休干部视察指导工作
本报讯 1 月 9 日，全区离退休县级领导干部到市民中心政

务服务大厅视察指导工作。
老干部们先是在楼前广场听取了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

责人关于市民中心整体概况的汇报，了解了各楼层业务分布情
况。

随后，老干部们进入市民中心，对一楼、二楼、三楼情况进行
视察，详细了解了窗口业务办理情况及市民中心“五星级经济发
展服务生”评选、大厅管理“8S”标准、“济时办”政务服务品牌等。

老干部们高度评价了市民中心各项工作，尤其在了解到二
楼便民驿站专为老年人配备的健康加油站、膳食宝塔等，可以测
血压、测血糖，而且数据能够与社区和医院实现信息共享时，纷
纷表示市民中心服务高效、贴心更暖心。

区委组织部有关同志陪同视察。 （杜琳琳）

本报讯 为开展好“过暖冬过好年”活
动，让贫困群众渡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
节。1月9日，区政协副主席、区人民医院
院长卢士平带领医院领导班子一行 9 人
到帮扶村垛石镇歇凉寺村进行走访慰问，
为帮扶村送去 10 万元帮扶款以及慰问
品。垛石镇党委书记邵海燕、副书记王振
海参加活动。

冒着严寒，踏着瑞雪。卢院长一行
来到歇凉寺村村委，详细了解了该村的发
展建设及贫困人员情况，并送上10万元帮
扶款，用以支持该村产业项目。在驻村第
一书记张波的陪同下，院领导分别来到贫

困户家中，与贫困户亲切座谈交流，细致了
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经济来源和
生活支出等情况，听取目前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鼓励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做好打算，
利用党的好政策，树立脱贫信心，克服各种
困难，争取实现早日脱贫，并为他们送上了
面粉、油等慰问品。虽时值隆冬，天寒地
冻，困难群众的脸上却洋溢着无限暖意。

此次走访慰问，帮扶党员干部深入调
研贫困户家庭状况，了解了贫困户的生活
现状，不仅为下一步制定帮扶措施提供了
依据，也让困难群众再次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温暖和关怀。 （通讯员）

区人民医院
走访慰问歇凉寺村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精神和区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
神，加快科技兴区建设步伐，区科技局于
1月 10日在龙港大厦七楼会议室组织开
展科创中心业务培训会。济北开发区、
各镇（街）分管负责人和企业负责申报省
级重大工程和各级各类平台的有关人员
等近100人参加此次培训。

培训会邀请到济南知名企业政策专
家来我区讲授关于科技部火炬系统申
报、省级重大项目申报和各级各类平台
建设的相关政策。三位专家具有多年资
深培训经验、上百个项目的咨询成功经
验和多年科技创新理论讲解经验，多次

受邀科技主管部门、企业进行政策培训。
会上专家讲解了企业申报项目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注意事项。授课结
束后专家与企业负责人现场充分交流、
进行政策对接，为企业答辩解惑。企业
对科技政策和申报流程有了明确的认
识，便于科技局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通过这次培训，参会企业人员对于
科技部火炬系统申报、省级重大项目申
报和各级各类平台建设的相关政策有了
明确的认识。为我区下一步申报重大项
目打下基础，有效的提高了我区科技创
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

（通讯员）

科技局
组织开展科创中心政策培训班

本报讯 区实验小学四名
选手参加第十二届济南市青少
年科技节，经过激烈的角逐，他
们过五关斩六将载誉归来。此
次比赛主题是“科技体验、快乐
成长”，由市关工委、市科协、市
教育局等单位主办，市科技馆、
市青辅协承办。

其中一年级鲁鑫昌同学、
二年级田翌辰同学分别荣获机
器人巡线比赛一等奖，三年级
高成昊、张笑之同学分别荣获
机器人相扑比赛二等奖。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孩子们赛前的
积极准备和刻苦训练，以及老
师的悉心指导。此次比赛，培
养了孩子们勇敢面对问题，努
力克服困难及团队协作的意识
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比赛，给孩
子们的成长过程种下了一颗高
科技的种子。 （通讯员）

实验小学
在第十二届济南市青少年科技节

联赛中捷报频传
本报讯 1 月 10 日上

午，济北街道滨湖社区联
合区政协组织在职党员
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活动中，区政协全体
在职党员与社区工作人员
来到沿街商铺和居民小区
为工商业户、广大居民发
放《禁燃禁放宣传明白
纸》，向辖区居民认真讲解
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以及
往年发生的实际案例，同
时对各小区内的教育辅导
机构进行了重点宣传，要
求辅导老师叮嘱孩子们时
刻注意自身安全，不要燃
放烟花爆竹，过一个安全、
文明的新春佳节。

此外，区政协还邀请
了五位书画家来到社区
写春联、写福字送给社区
的居民，不仅增加了浓浓
的年味，更为社区居民送
去了新春祝福。（赵翠翠）

济北街道滨湖社区
联合区政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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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

市领导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1 月 10 日，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玉诚带

队到回河街道前刘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区财政局局长董法
明陪同。

李玉诚表示此次走访慰问活动是响应市委、市政府“大调
研、大走访”的号召，深入基层了解困难群众生活情况，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市财政局派驻前
刘村第一书记栾少杰介绍了前刘村产业扶贫项目进展和取得
的显著成效以及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和帮扶情况。之后李玉诚
一行走访了村里的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食用油、面粉等节日
慰问品。

区财政局、回河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张函）

济阳街道

富锦文苑老干部党员送温暖
本报讯 新春佳节将至，1 月 10 日，济南红太阳物业富锦

文苑物业公司组织老干部党员为济阳街道敬老院老人们送上
了面粉、食用油，提前送去春节祝福，把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
老人们的心坎上。

在敬老院，老干部党员们与老人们亲切交谈，嘘寒问暖，
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状况以及遇到的困难，并祝愿老人们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期间，还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像照顾自己
的亲人一样照顾这里的老人，近期气温逐日下降，天气寒冷，
要及时为老人们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一位80多岁的敬老院老人眼含热泪说：“现如世道到真
好，在这里生活很幸福，你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还挂记着
我们，真真让人感动，谢谢，谢谢！”红太阳物业副总经理刘庆
涛表示，以后还要带领老干部党员们来看望慰问老人们，以更
多地行动传承孝道文化，传递爱和温暖。 （冉庆亮 王伟）

油区发展服务中心

党员干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切实为

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确保贫困群众度过一个祥和、温暖、
欢乐的春节。1月9日，区油区发展服务中心帮包党员干部到
垛石镇江屯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18户贫困户送去了油和
面，并提前送去了春节祝福，让他们在传统节日中感受到党的
温暖。

走访中每到一户，党员干部都与帮扶对象贴心交谈、仔细
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完善贫困户户内档案，继续
做好扶贫政策宣传，帮助他们提升居住环境，确保让贫困群众
过一个温暖、洁净、祥和的新年。

通过走访慰问活动，帮包党员与群众拉近了距离，增进了
感情，得到了群众的肯定，所到贫困户家中，听他们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时刻想着他们，关心着
他们！ （通讯员）

根据《济南市教育局济南市文明办关于开展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济教基字〔2016〕6
号）要求，2019 年我区组织开展了区级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经过学校申报、考察组实地考核，形成拟表
彰济阳区第三批文明校园名单，按照相关评选条件
和程序，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
受群众监督。公示期为 2020年 1月 8日至 2020年 1
月12日，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
向区教育体育局、区文明办反映。

监督电话：84235007、84232693
邮箱：jyqjytyjjyk@jn.shandong.cn/

jywmb2008@sina.com

附件：拟表彰济阳区第三批文明校园名单
济南市济阳区教育体育局
济南市济阳区文明办

2020年1月8日

拟表彰济阳区第三批文明校园
名单（7所）

新市镇中学 兴隆街幼儿园
孙耿街道中学 回河街道中心小学
闻韶中学 太平街道中心小学
新市镇中心小学

拟表彰济阳区第三批文明校园
名单公示 机构名称：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东分理处

机构编码：B1416U23701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723746

业务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4日

机构地址：济阳区正安路6-1号12号楼

邮政编码：251400 发证日期：2020年1月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讯 1月10日，市图书馆
韩纸村分馆开馆仪式暨文化暖
冬活动在仁风镇韩纸村举行。
市图书馆副馆长王海一行及区
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磊一
行出席活动，文旅局派驻韩纸村
第一书记张振康及仁风镇相关
负责同志陪同参加活动。

本次图书馆建设旨在加强
乡村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群众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从
而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志气和
信心，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智慧
和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市图书馆副馆长王海在致
辞中表示，感谢仁风镇党委政府
及各级党员干部群众的帮助和

支持，下一步，市图书馆将作好
贫困村的坚强后盾，为韩纸村的
发展打开新的思路，注入新的活
力。随后王海对村内日后的发
展表达了美好祝愿。仁风镇相
关负责同志充分肯定了第一书
记张振康两个月来的工作表现，
并对济南市图书馆在韩纸村高
标准建成全区首家村级图书馆
表示感谢。

据悉，本次建设的市图书馆
韩纸村分馆是在第一书记张振
康的充分协调和不懈努力下，充
分结合当地黄河文化进行文化
氛围布置的高标准图书馆，共有
各类图书杂志2200余册，是我区
首家村级图书馆，对推动仁风镇

乃至济阳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改变群众精神风貌，提升农村治
理水平，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活动结束后，王海及陈磊一
行到贫困户家进行了春节前走
访慰问，将油、面、棉衣等送到
他们手中，充分了解他们的家
庭成员基本情况、致贫原因、收
入开支和享受政策享受，认真
听取他们的所思所想，与他们
交谈交心，并鼓励他们坚定脱
贫信心，努力提高脱贫致富本
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用勤
劳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
好生活。

（纪鹏飞）

文化振兴 亲情暖冬

区首家村级图书馆落户仁风镇韩纸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