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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今年将开工建设
20处山体公园

今年济南将开工建设山体
公园20处，其中10座山体需绿化
提升，2020年全部建成。历下区1
处为荆山；市中区9处，分别为白
马山、大北山、马武寨、小东山、
小龟山、鏊子山、长更山、元白
山、双山顶；历城区3处，分别为
将山、西山坡、围子山；高新区3
处，分别为来佛山、九灵山、拖
缰岭；长清区1处为双龙山；市林
业和城乡绿化局负责透明峰和
蝎子山；历下区、历城区和高新
区合建莲花山。 记者 高雯

●济南住宅两时段内
严禁有噪声的装修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发布
《关于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治理
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指出严
禁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出高噪
声招揽顾客，居民严禁在公共
场所使用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
活环境的音响器材。在12时至14
时和22时至次日6时，严禁在已
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
声的装修作业等。记者 刘紫薇

●济南两月抓拍
不礼让斑马线 7 万多起

据济南交警部门消息，过
去的两个月中，济南已抓拍查
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74142起。
截至目前，交警部门已在全市
近百个路口安装了112处不礼让
斑马线抓拍设备。记者 郝小庆

●“定制公交”
方便上班族通勤

近日，济南市推出早晚高峰
“定制公交”，市民可以在滴滴
上“预约”公交车。“定制公交”
有 H1-H5 共 5 条线路，票价 6-
9 元不等，基本都横穿济南东西
方向。同样的路线，乘坐“定制
公交”花费的时间比普通公交
车快至少 30 分钟。记者 郝小庆

●济南历下区 7 万多
中小学生将享免费运动装

今年历下区将投入 4000 万
元，免费为区域内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提供运动装，受益学生 7
万多，目前免费运动装正在选
料阶段，今年秋季开学前，将发
到学生手中。 记者 刘一梦

●烟台将继续执行
最长休渔期

今年烟台将继续实行最长
休渔期，从5月1日12时起，不少
于三个月。具体时间为：北纬35
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为5月
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北纬35度
至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
海域为5月1日12时至9月16日12
时；北纬26度30分至“闽粤海域
交界线”的东海海域为5月1日12
时至8月16日12时。据胶东在线

●青岛首发孕妇专属
公交乘车卡

6 日，青岛推出省内首批孕
妇专属公交乘车卡。该公交卡
与通乘车卡优惠方式、充值方
式一致，首批发放 1000 张。7 日
起，市民可凭相关证件到指定
地点免费领取。 据《青岛日报》

开学后骗子又来新花样

家长点开链接“查看课程表”险些被骗

□记者 刘紫薇

“亲们，我的号可能被盗了，
如果邀请你们进群请拒绝，或者
退出来，别被骗！”孩子开学后，
济南一些家长收到一条来自班
主任的消息。班主任辟谣的原因
是此前许多家长收到以学校老
师名义建立的 QQ 群邀请，群内
以“查看课程表”等形式发布不

明链接，有家长点入险些被骗。
4 日，济南市民王女士带着

孩子去学校报到，回家后，收到
一条 QQ 消息，发消息的人自称
是孩子学校的张老师，邀请王女
士进入家长群交流。进群后，王
女士看到张老师在群内发了一
条通知：“家长你们好！请接收您
孩 子 课 程 安 排 及 开 学 表 现
www.xxxxx.com，开学一周后要
开家长会。”王女士觉得奇怪，在
报到时并没有听说这项通知，赶
紧拨打班主任电话确认，班主任
称没有这样一位张老师，也没有

新建班级群。王女士便退了群，
避免了一场骗局。

“骗子冒充老师邀请家长进
群后，除了让家长进入不明网络
链接进行诈骗外，还有的以缴
费、接收学习资料为由，要求家
长汇款。”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民警介绍，在诈骗前，骗子已
经掌握了孩子的准确信息。

民警提醒，跟孩子有关的
事，家长要从学校公布的官方途
径了解，或直接与校方联系。收
到学费打款、孩子受伤等消息，
需直接和老师联系，多方求证。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街道办推出一款“泉巷”小程序，
在游览老城区时，打开“泉巷”，
就能看到各个景点、名泉、古街
的介绍，像把景点装进了手机。

在微信上搜索“泉巷”小程

序进入，能看到 4 种圆形图标标
注在地图上，分别代表景点、名
泉、古街和卫生间，点击图标就
可以查看或收听该景点的相关
介绍。小程序还具备导航功能，
方便游客在老城区的胡同里游
览。在“芙蓉街”、“启明街”、“将
军庙街”、“西更道街”等主要景

点，工作人员设置了印有二维码
的导视牌，扫码后也能直接进入
小程序的介绍界面。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除了
“泉巷”小程序，街道办还设计印
制了两款手绘地图，介绍了老城
区和济南市区以及南部山区的
旅游景点，游客可以免费领取。

济南推出老城区导览手机小程序

“泉巷”带你畅游济南老胡同

济南奖补生态葬
最高奖补4000元

近日，济南市民政、文明
办、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生
态葬实施奖补政策的通知》。
要求自今年4月1日起到2023年
3月31日，对选择生态葬的具有
济南市户籍和居住证的亡故
居民，自2018年1月1日以后亡
故的进行1000元至4000元不同
的奖补。

此次生态葬类型及奖补
金额包括：骨灰撒散或将骨灰
全部撒入海、河等，奖补4000
元；骨灰使用可降解容器或者
直接入土，土地可重复使用，
不保留标志的，奖补3000元；骨
灰或不实行火化政策的少数
民族居民遗体深埋不留坟头、
不设墓碑等标志物或在一年
内不保留坟头、去除墓碑等标
志物并且以后不再设立的，奖
补2000元；骨灰永久安放在骨
灰堂、墙、塔、廊、壁等骨灰格
位中，无其它标志物的，奖补
1000元。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吴俊旭 于兆伟

近日，济南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向社会公示了2018春季校
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登记名
单，济南市共1710家。其中，历
下区534家，市中区466家，槐荫
区69家，天桥区213家，历城区
285家，长清区17家，高新区51
家，章丘区54家，平阴县10家，
济阳县9家，南部山区2家。

记者 刘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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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各地的“春风行动”招
聘会陆续拉开大幕。山东省人
社厅工作人员称，今年“春风行
动”将持续到3月底，山东预计
举办各类招聘会1500余场。3月
初，济南市天桥区就业办联合
大桥街道在大桥街道门前广场
举办2018年度“春风行动”暨新
春就业精准扶贫招聘会，当日，
有200余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
岗位9300余个，前来参会的有转
移就业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村劳
动力、有就业愿望的下岗失业
人员等各类求职者19000余人，
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有2900
余人。记者 郭建政 摄影报道

““春春风风行行动动””招招聘聘会会

65岁以上老人免费看有线电视
此政策写入临沂市2018年重点民生事项

□记者 郝小庆

今年年初，临沂市政府发布
三号文件，“农村 65 岁以上老人
收看有线电视免费”被写进了临
沂市《 2018 年度重点民生事项》。
作为牵头单位之一，山东广电网
络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与各地
区政府积极洽谈，在河东区、经
济开发区、莒南县和高新区达成
了统一意向，由各分公司免费安
装及提供设备，由政府购买有线
电视服务、补贴收视费，让越来
越多的居民看上有线数字电视。

有线电视替换“小锅盖”

居民只掏 40 元

“以前看电视用的是天线，只
能搜到六七个台，‘雪花’很多。”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村民刘维
奇说，现在政府和山东有线给补
贴安装了有线电视，能收看好几
十个台，画面清晰，内容也丰富。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临
沂市直分公司副经理于洪波介
绍，由于经开区农民经济能力有
限，大多数农民看电视一直依靠

“锅盖”等设备，“就导致经开区农

村居民不能正常通过有线电视
及时收看区党工委和政府消息。”

2017 年，临沂市经济开发区
在全省率先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为农村社区群众购买有线
广播电视服务。经探讨确定了优
惠政策，政府每年为每户补贴 80
元，居民只需缴纳 40 元，就能收
看 60 套高清节目。截至目前，山
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临沂市分
公司已完成 4 万户安装。

老年人、贫困户免费看电视

三区居民享福利

临沂市莒南、河东和高新区
也正进一步推进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形式，为 65 岁以上老年居民
及贫困家庭申请有线电视补贴。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河东
分公司目前正为全区的 4 . 5 万户
老年人安装有线电视。河东分公
司与区委区政府协议，为全区共
66323 名 65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安
装有线电视，政府补贴收视费。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临
沂分公司综合部工作人员史家
介绍，河东分公司在对全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用户数字电视
档案进行调查、分类后，全体职

工挨家挨户深入走访、宣传，还
帮老人解决了许多生活问题。

去年，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
司莒南分公司也与县政府签订协
议，免费为 65 岁以上居民安装有
线电视，减免收视费 48 元。县政
府还根据实际情况，为所有贫困
家庭免费购买有线电视服务。

四地区已在推进

将尽快覆盖临沂全市

近年来，国务院和省、市各
级均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推
进广播电视户户通的意见，对做
好政府购买有线电视服务作出
具体要求。自2017年起，山东广电
网络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就开
始推进政府购买有线电视服务
工作。截至目前，经济开发区已
经有2 . 1万户完成有线电视安装；
河东区有1 . 6万户完成安装；莒南
县已经摸底排查完成，进入工程
安装阶段；高新区很快也可以开
始推进安装。

“从前期试点情况看，受益
的用户群体都非常满意。”史家
介绍，下一步还将争取在全市各
县区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让更多
老年群众享受到优惠政策。

济南公布17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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