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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济南公积金

冲还贷可委托他人代办

根据济南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对公积金提取新规的解
读，5 月 1 日起，济南公积金冲
还贷、按月委托提取办理可委
托他人代办。被委托人需持委
托人办理业务所需材料，另需
提供《济南住房公积金提取授
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据《济南时报》

●济南“一湖一环”

免费 WIFI 已上线

“一湖一环”免费 WiFi 项
目自去年年底开工，共规划建
设 215 处无线接入点，目前趵
突泉、五龙潭区域 67 处接入点
完成，已开放使用。大明湖、环
城公园等区域正在协调加快施
工进度，预计 6 月底全部完工。

据《济南时报》

●山东泰山学者

申报工作启动

据山东省委组织部消息，
2018年泰山学者工程的申报
工作已经启动。泰山学者攀登
计划、青年专家计划对拟全职
引进的人才不受单位申报名
额限制，此举旨在引导用人单
位加大力度“走出去”引进储
备人才，同时不挤占本土人才
申报名额，引导用人单位引育
结合。申报人选和申报单位需
要在“人才山东”网站注册并
提交申报书。 据《生活日报》

●济南试点家政服务员

持证上岗

近日，济南召开全市商务
工作会议，会议中指出，今年
济南将推进商务诚信信息平台
建设，加强家庭服务业、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汽车销售、报废汽
车回收拆解等行业监管，促进
商务诚信环境建设，探讨试点
家政服务人员持证上岗，建立
诚信家政服务体系。

据齐鲁壹点

●青岛地铁将实现

手机支付

4 日，据青岛市地铁工程
建设指挥部消息，青岛公交卡
将在地铁站设充值点。另外，
接下来市民乘坐地铁时可用
微信等方式支付，目前具体工
作还在对接中，预计今年年内
会发布地铁手机支付的实施
计划及时间表。

据大众网

●济南妇幼联盟

正式成立

近日，由济南市妇幼保健
院牵头发起的济南妇幼联盟
在济南正式成立。联盟是由济
南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二级
医院助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外埠妇幼保健院等相关
单位，自愿结成的行业性、非
营利性的紧密组织。联盟成立
后，将以信息化为载体，进一
步打造济南市高危妊娠管理
系统，并努力降低孕产妇死亡
率和新生儿死亡率，让孕产妇
在家门口就享受三甲妇幼保
健机构专科医生的诊疗服务。

记者 刘一梦

□记者 高雯

在近报创刊两周年之际，本
报特别推出一场读者赏花植树
的郊游活动。4月14日，在济南桃
花岛旅游度假区，让我们共同种
下希望之树，徜徉在樱花漫语和
十里桃林之间，尽情感受郊外的

明媚春光。凡是近报的忠实读
者，均可免费报名参加我们的郊
游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快
来报名和近报一起过生日吧。

两年前的4月8日，近报像一
株春日的新芽破土而生。两年时
间里，她把身边的大事小情、历
史故事文摘、健康养生知识和娱

乐体育资讯传递到您的家中，或
许她已成为您每周等候来访的
老朋友，又或是您茶余饭后的几
多休闲。感谢两年来读者朋友们
对我们的支持与陪伴，本报诚邀
您和我们一起相约桃花岛，一同
为近报庆生。

在济南彩石镇郎茂山水库

附近，有一处景色宜人的桃花岛
生态景区。在城区“四月芳菲尽”
的时候，桃花岛的樱花海棠才刚
刚绽放，正是赏花踏春最适宜的
时节。

在樱花林间，读者朋友们将
共同种下木槿树，为它挂上铭牌
或许愿牌。在有机蔬菜大棚，读
者们可以采摘小西红柿、黄瓜、
芸豆、茄子等蔬菜瓜果，这些都
是拿到了国家有机认证的正牌
有机蔬菜，可以放心食用。中午，
现摘的有机蔬菜将变成桌上香
喷喷的农家饭，读者们可以一起
品尝这新鲜、健康又接地气的农
家味道。

除了能赏花采摘之外，桃花
岛内还有休闲健身基地，大家可
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带上乒乓
球、羽毛球，甚至是几副扑克，在
活动室内休闲娱乐，远离城市的
忙碌与喧嚣，在郊外尽情地放松
身心。

想要参与本次活动的读者
朋友们，可以关注近报微信公众
号（sdjbrm），发送“报名植树赏花
活动+报名人员+人数+电话”，每
家报名人员不得超过 4 人。由于
活动名额有限，报名将采取先报
先得的模式，想要参与的朋友们
尽快报名吧。

下周六，邀您和近报一起过生日

我们去桃花岛赏花植树

□记者 郝小庆

5日起，济南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联合济南市公交总公司推
出58条旅游公交线路，分别为游
777路铛铛车“三大名胜-佛慧
山”支线，近郊游702、707（707-1、
707-2、707-3）、709（709-1、709-2、
709-3）7条旅游专线，以及50条春
季周边旅游直通车线路。

游777路铛铛车“三大名胜-
佛慧山”支线在原“三大名胜”
支线的基础上，向南延至旅游
路佛慧山，连接“天下第一泉”
景区和千佛山景区。相比原支
线增添了佛慧山英雄关、黄石

崖、千米画廊、大佛头和开元圣
境等景点。该线路设置14站，全
程15公里，在4月5日-10月31日之间
的周六、周日、节假日运营，日运
营时间7:00-16:00，每小时一班。另
外，5日起，济南市民乘坐所有游
777路铛铛车都能享受 5折优
惠。

为方便济南市民近郊游，
公交部门还推出了7条近郊旅游
景区专线，分别是游702路体育
中心-三王峪、游707-1路解放桥
-园博园-五峰山、游707-2路西
客站-园博园-五峰山、游707-3
路鲁能领秀城-中海国际-园博
园-五峰山、游709-1路解放桥-

九如山、游709-2路西客站-九如
山、游709-3路鲁能领秀城-中海
国际-九如山。

此外，春季踏青也有了旅
游直通车。直通车分景区、美丽
乡村、民宿、赏花采摘、山体公
园5个系列，共计50条，可通往九
如山、红叶谷、章丘朱家峪、彩
石桃花观赏园和长清马山等
地。周一至周五乘客可以在济
南公交369出行网微信公众号上
预定报名，报名人数满80%后，
周六、周日或节假日可发车。

济南推出58条旅游公交线路

坐着公交去城郊春游

150幅特殊儿童画作在济南展出

艺术世界让特殊孩子不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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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雯

3月31日-4月2日，星神第二
届全国特殊儿童书画艺术作品
展在济南举行，现场展出150余
幅特殊儿童的画作，执笔的特殊
孩子们来自济南、济宁、温州等
全国多个城市，他们勇敢的走向
舞台，展示画作、放声合唱、演奏
钢琴，在艺术的世界里，特殊儿
童不再特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
上太阳升……”3月31日上午，在
济南市舜井文化广场，一阵嘹亮
的童声，引起路人的关注。虽然
他们的歌声、动作与普通孩子有

些区别，但看着以往封闭在自己
世界里的“星星的孩子”如今勇
敢地走向舞台，这么用心、用力
地歌唱，这么拼命地想要融入这
个世界，很多孩子家长留下了感
动的眼泪。

这是济南星神特殊儿童关
爱中心主办的星神第二届全国
特殊儿童书画作品展开幕式的
场景，表演的孩子大多是关爱中
心的特殊孩子。为了提高人们对
于特殊儿童的关注、了解和接纳
程度，这场作品展特意选择户外
展出，共展出了150余幅特殊儿
童的画作。此外还有用特殊儿童
画作做成的明信片、抱枕、笔记
本等十余种文创产品。

看到自己的画作被爱心人
士买走，以前很少与外人交流的
特殊孩子们，笑着跟买画作的人
合影。15 岁的心星还在现场画了
两只老虎，当有人跟他交流画
作，他就神采飞扬地给大家介
绍，尽管语言不是那么清晰。为
了让孩子能融入集体的环境，他
的母亲黄女士甚至把家从温州
搬到了济南，让心星跟着星神的
其他小朋友一起学习成长。“没
几天的时间，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竟然和小朋友手拉着手，这以
前是从没有过的。”黄女士说，当
时她一下子就哭了。

星神特殊儿童关爱中心理
事长张洪波说，很多特殊儿童经

常在某一个领域表现出很高的
天赋，甚至会超过普通的孩子。
她调研了很多自闭症孩子的情
况，他们在拥有了一个特长之
后，精神状态都有了明显的不一
样。“所以我们成立星神，想让每
个孩子都能有一技之长，让他们
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方向，也让更
多的家庭看到希望。”张洪波也
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把这些特殊
的孩子当做“普通”孩子，这是对
他们最大的鼓励。

青岛仿古叮当车
4 月 1 日运行

4 月 1 日起，青岛公交集团
仿古叮当车正式运行，票价 3
元，并确定行驶路线，以“青岛火
车站”和“极地海洋世界”为始发
站和终点站，单程 15 公里，途径
10 余个景点。

仿古车观光线路下行站点
经过郯城路火车站、栈桥、鲁迅
公园、南海路、正阳关路、少儿基
地、五四广场、奥帆广场、银海游
艇俱乐部、极地海洋世界；上行
经武胜关、中山公园后返回火车
站。该线路单程 15 公里，日运营
时间为 9:30-15:40，每 40 分钟一
班。另外，还推出了夜间观光巴
士，火车站的发车时间为 18:40，
极地海洋世界发车时间为 19:35
末班车时间 19:55。 据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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