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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岳晓婷 刘紫薇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开展“树师德、正师风”治
理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活动的通
知》，决定于5月至8月，在全省中
小学校开展治理有偿补课专项
活动。对从事有偿补课的中小学
校和在职教师，视情节轻重给予
通报批评、责令检查甚至行政处
罚等。记者走访济南市多家中小
学发现，老师有偿补课现象确有
存在，且中学阶段较为突出。

“我们参加课外辅导主要是
对学校老师的教学质量有担忧，
名校名师加入辅导班，质量有保
证，收费也是相对较低的。”一位

小学生家长对记者说，因大型辅
导机构检查治理较严格，多数有
心开展有偿补课的在校教师一
般会选择和小型教育机构合作，
价格上自然也放的低一些，在职
教师有偿补课现象一般在暑期
比较常见。“班上参加辅导的同
学，有的会报名教育机构，有的
会报老师开的班，还有的会选择
老师私下一对一辅导。常利用周
末，时间从半天到两天不等。”一
个即将高考的学生透露，有的老
师确实会在外办辅导班，理科班
各个科目的老师都有，文科班主
要以数学和英语老师为主。

记者走访了济南市多家中
小学，通过对学生及家长的调查

询问发现，相对于小学，中学更
易成为教师有偿补课违规操作
的“重灾区”，小学生更多倾向于
报钢琴、书法等特长班，中学生
报文化课辅导的比重更大。

以后这些教师有偿补课的
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自5月开
始，山东省教育厅将在全省中小
学校组织开展“树师德、正师风”
治理有偿补课专项活动。对于从
事有偿补课的中小学校和在职
教师，视情节轻重，对学校给予
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格、撤销
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
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对教师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
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

应的行政处分。
此外，通知还指出，本次活

动将通过学校和教师个人自查、
对学生和家长问卷调查、社会有
关部门帮查相结合的形式，逐校
逐人摸清、摸实有偿补课情况。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在
官方网站、公示栏公布举报投诉
电话、信箱，主动接受学生、家长
和社会监督。

山东省将严查教师有偿补课
专项活动本月开始，17 市均设投诉电话及信箱

山东有线青岛分公司连续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任红星 刘爽

今年五月，山东有线青岛分
公司连续获得省市级荣誉，其客
户服务部被授予“山东省工人先
锋号”荣誉称号，崂山营业部荣获

“青岛市工人先锋号”，岳成亮荣
获“青岛市工人先锋”荣誉称号。

山东有线青岛分公司服务
着 70 多万青岛山东有线用户，客
服电话 96123 一直是向广大有线
用户传递真诚、热情服务、排忧
解难的第一窗口。山东有线青岛

分公司的客户服务部不断改进
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让广
大客户享受便利。

他们采取的“推送式”服务
模式，延伸服务进小区、进村庄，
把营业厅搬到用户家门口，为用
户提供切切实实的便利。去年除
夕夜，客户经理姜金亮接到用户
报修单，他匆匆赶到用户家中，却
发现一切正常。原来几天前他给
用户维修时，顺手帮这家腿脚有
残疾的用户换了坏掉的灯泡，用
户得知客户经理过年在岗值班，
怕他吃不上年夜饭，便想出了这

么个办法，让他到家里来吃饺子。
姜金亮常说，用户是咱有线

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只要实心
实意为用户着想，帮他们解决问
题，用真心换来的也一定是真心。

青岛分公司的很多部门也
表现突出。崂山营业部通过积极
开展创建工人先锋号活动，先后
荣获青岛分公司“营销创新奖”
三等奖、“超额收益奖”三等奖和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智慧社区建
设先进单位、安全平台切换项目
先进单位、车辆管理先进单位、
文明服务窗口等称号。

现任山东有线青岛分公司
市场营销部主任的岳成亮，十余
年如一日奋斗在市场一线，始终
秉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理念，带
领团队直面竞争，为 43966 户用
户安装双向高清服务，最终荣获

“青岛市工人先锋”荣誉称号。
此次多部门和先进个人获

奖是继公司 2016 年荣获“山东省
富民兴鲁劳动奖”、“‘齐鲁文化大
道’品牌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山
东广电网络行业文明服务单位”、

“青岛市文明单位”等多项殊荣
后，再次获得的重量级荣誉称号。

5 月 4 日，济南市委组织
部、市人社局联合发布《 2017
年济南市面向社会引进优秀
人才公告》，共计划引进优秀
人才 200 名，具体岗位计划
及工作安排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左右公布。

在年龄要求上，博士研
究生 35 周岁以下，硕士研究
生 3 0 周岁以下，大学本科
生 2 6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
科生所属院校设定在清华、
北大、复旦、山大等 40 所高
校范围内，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所属院校在本科 40 所院
校的基础上扩大至 115 所，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海内外
院校不限。

此次人才选拔不采取传
统的笔试方式，主要是通过
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面试、
考察等确定人选。

《 2017 年济南市面向社
会引进优秀人才公告》全文
和相关科研院校名单，可在

“ 泉 城 党 建 网 ”( h t t p : / /
www.qchdj.gov. cn/)“公示公
告”栏目内查询了解。

实习生 刘紫薇

济南将引进
200 名优秀人才

烟台社保认证
推出人脸识别

5 月 8 日，记者从烟台市
社保中心获悉，今年异地居
住人员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
格协助认证信息系统在全国
联网认证功能基础上，又推
出了人脸识别认证功能，该
功能开通，可随时随地实现
认证，为距离社保经办机构
较远、时间不充裕、行动不
便等人员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条件。

烟台市推出本地离退休
人员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系统后，在烟台市范围内居
住的离退休人员，在全市任
一地方，只要社保经办网络
延伸到街道(乡镇)、社区，携
带本人有效证件 (身份证或
社保卡)就可办理认证。

据《水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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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环山路环山南路拓宽改造

□实习生 刘紫薇

济南市马鞍山路的人行木栈
道工程即将完工。人行木栈道设
置在马鞍山路北侧，东起舜耕路，
西至玉函路，全长 768 米，栈道旁
边的绿化带将人行道与非机动车
道分隔开，保证了行人安全。据
悉，这是济南首次采取木栈道的
形式建设的人行道。

10 日，记者来到马鞍山路，看
到“正在施工”的路牌仍然摆设在
人行木栈道旁，道路上铺着塑料
布，部分路段上堆着树苗，走在木
栈道上能闻到木头清新的味道。
现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主

要的工作是填充木栈道两侧的树
苗，再有一两天的时间，这条木栈道
就能正式完工了。“这条人行木栈道
厚度大约 5 公分，离地面大约 20 公
分，支撑木栈道的是大理石墩柱，结
实牢靠！”工人韩友利说。

据了解，马鞍山路人行木栈道
全长 768 米，有十余个行人出入
口，整体采用芬兰木，底部用大理
石墩柱支撑。人行木栈道旁还将栽
种花卉，打造花海栈道。

据悉，接下来马鞍山路还将
增设射树灯、景观灯等设备。届
时，人行木栈道两侧的花卉和绿
化将在灯光的映衬下，展现出别
样的绚丽夜景。

首首条条人人行行木木栈栈道道亮亮相相泉泉城城

千佛山布设
语音讲解系统

11 日，记者从千佛山景
区了解到，千佛山开始设置了
景区语音讲解系统，只要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千
佛山景点的详细讲解。

据悉，景区的语音讲解
系统完全免费，目前第一批
景点语音讲解牌有七个，设
置在主要景点和主要游览路
线，包括千佛山正门、卧佛、
唐槐亭、齐烟九点坊、兴国禅
寺、赏菊阁和弥勒胜苑。接下
来，更多的景点也会加入语
音讲解系统，为广大游客提
供方便。

“我第一次来千佛山，有
了语音讲解系统，每到一个
景点都可以扫码听讲解，能
了解到千佛山的历史文化，
还有免费 WiFi，不花流量就
可以听，真是非常方便。”游
客肖女士说。

实习生 刘紫薇

人人行行木木栈栈道道长长 776688 米米，，有有十十余余个个出出入入口口。。 实实习习生生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外来务工子女上学

“五证”变“四证”

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召开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
说明会，今年继续巩固双零
择：零择校和零择班，并简化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材料，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五证简化为四证，取消“原户
籍所在地放弃义务教育的证
明”。保留“在济暂住证、原籍
户口、父母身份证”、“用工合
同或营业执照或‘五险’缴费
单据”、“在济南居住一年以上
的证明或房产证、购房合同”、

“出生证、学前教育证书、预防
接种证和查验接种合格证”四
种证明。 实习生 刘紫薇

□实习生 岳晓婷 刘紫薇

5 月 10 日起，济南市历下区
环山路、环山南路动工改造，这
是济南市瓶颈路断头路建设的
项目之一，建成后的环山路环
山南路将变成双向四车道，利
用绿化带实施机非隔离，两侧
设置慢车道和人行道。此外，历
下区另外三条瓶颈路黄台南
路、花园东路和八涧堡路也将
在 5 月底之前动工改造，这四
条瓶颈路计划在 9 月 30 日竣工
通车。

8 日，记者来到环山路环山
南路，发现环山南路部分路段已

经围挡，内有部分施工人员开始
动工修整道路，并且环山路停车
占道问题严重。有商户向记者反
映：“主要是这条路太窄，停车位
本来就少，有些车主甚至会在马
路一侧并排停车，碰到附近小学
过周末，情况会更严重。”“这条
路经常会挖管道，所以道路不平
是常态，骑车坐车感觉很颠簸，
而且道路没有区分快慢车道，非
常窄，堵车情况时常出现。”家住
附近的李先生说。

记者从济南市历下区市政部
门了解到，环山路环山南路改造
按照规划红线 25 米实施，燕翔
路以南道路西侧进行拓宽改

造，拆除部分房屋，建成后的环
山路环山南路由双向两车道变
为双向四车道，利用绿化带实施
机非隔离，两侧设置快慢车道和
人行道。

据悉，工程采取半封闭施
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施工期
间，环山路车辆由北往南单向
行驶，环山南路(旅游路-燕子山
西路路段 )车辆由西往东单向
行驶，快车道、慢车道禁止一切
社会车辆停靠，封闭区域各个
出入口仅允许驻地车辆通行。
过往车辆可以借助燕子山西
路、山师东路、燕翔路、旅游路
以及二环东路进行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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