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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台首个
公务员及时奖励文件

山东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公务员及时奖励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将加大基层工作
人员和集体的奖励比重，重点
向基层一线倾斜。对处理突发
事件、承担专项重要工作或在
特定工作(环境)中做出显著成
绩和贡献的公务员给予及时奖
励。县(处)级干部原则上不超过
受奖励人员总数的20%；市(厅)
级单位和个人要从严掌握，一
般不参与奖励。 记者 刘一梦

●济南预售五一假期客票
10人以上可享8 .5折

10日，记者从济南市长途汽
车总站获悉，即日起至4月25日，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全面预售五
一假期(4月29日-5月1日)客票，
并推出预购优惠活动。在此期
间，凡在总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
五一假期期间全价客票的旅客，
单人可享受9 . 5折优惠，2-10人可
享受9折优惠，10人以上可享受
8 . 5折优惠。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韩燕

●青岛首个街道朗读亭
在市北区启用

4月10日，青岛首个街道朗
读亭在市北区海伦路街道正式
启用。朗读亭外观酷似普通电话
亭，面积不到2平方米，集阅读、
录制、分享、收听四大功能于一
体，居民可选择朗读素材，录音
后可以试听并可保存、微信转发
分享。 据《半岛都市报》

●山东3年内新建改扩建
5000座旅游厕所

近日，山东省旅游发展委、
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山
东省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实施方案》，
未来三年内，将在全省范围内新
建、改扩建旅游厕所5000座，实
现全部5A级景区和4A级景区建
成第三卫生间。

据《大众日报》

●烟台芝罘区为70岁老人
免费发放4G手机

近日，烟台市芝罘区民政局
为芝罘区年满70周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免费发放4G手机，手机无
月租，还免费赠送国内通话150
分钟、100M省内流量、50条短信，
可免费与亲情号码互拨500分钟
的4G优惠套餐。凡具有芝罘区户
籍并在芝罘区居住，年满70周岁
(1948年4月27日前出生)的老年
人，即日起至4月27日，可到户籍
所在社区(居民区)提出申请。

据《齐鲁晚报》

●济南章丘焦家遗址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终评评选会在北京落
幕，济南章丘焦家遗址入选201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了
解，焦家遗址位于章丘区焦家村
西，主体年限大约是距今5500年
到4500年，面积近15万平方米，是
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城址，也是
大汶口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心遗
址，规格比大汶口遗址更高，相
关遗存也更全面。 据大众网

全民健身登山节21日开幕，信号山公园、贮水山等免费爬

青岛20处山头将免费开放
4 月 21 日，青岛市将举行全

民健身登山节活动，设一个主会
场，9 个分会场，登山节期间，青
岛市将免费开放山头(公园)、景
区 20 处，为广大市民提供就近
休闲登山健身服务。

登山节的活动启动仪式将
在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青
峰社区广场(青峰毛公山风景区)
举行，共计约5000人将参加主会
场活动，中国登山协会将举行

2017年度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
会表彰颁奖仪式，并开展健美
操、持杖健身操、健身秧歌、花样
跳绳表演、武术表演、花式篮球
表演等全民健身项目展示和体
育彩票宣传活动等。此外，今年
的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还将
增加招募异地群众参与活动的
环节。

值得关注的是，登山节活动
期间，信号山公园、贮水山、北岭

山、楼山、枯桃将军山花艺生态
园等20处山头(公园)、景区将在
指定的时间内向市民免费开放。
免费范围主要是登山节期间对
外开放的山头(公园)景区等第一
门票。个别景区场地受限，仅接
受团体预约报名参加。开放的山
头(景区)信息及相关园区活动信
息可通过青岛市体育总会官方
网站(www.qdstyzh.com)、微信(青
岛市体育总会)、微博(青岛市体

育总会)查询。 据青岛新闻网

韭菜成食品抽检“问题生”
多为个体商超销售，最大问题是农药残留

□记者 刘紫薇

近日，山东省食药监局对酒
类、冷冻饮品、乳制品、食用农产
品等进行了监督抽检，发现韭菜
为不合格占比最大的食用农产
品，不合格原因多数为腐霉利超
标，也就是农药残留超标，这些
不合格的韭菜大部分来自个人
经营的商店，大型超市和市场抽
检合格率相对较高。

在此次抽检中，共抽检了35
批次韭菜，有5批次不合格，其中
有4批次来自个人经营的商店，
包括博兴县城东街道办事处独
依佳精品蔬菜店、滨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小营乐福家超市、济
南历下春湖孟鑫百货商店和济

南市中张记蔬菜店，而在30批次
合格的产品中，21批次韭菜来自
大型超市和市场。

9日，记者来到被通报售卖
不合格韭菜的孟鑫商店，发现由

匡山供应的不合格韭菜已经全
部下架，换成了产自章丘的韭
菜。“进货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双
证’，有的话就直接进到店里
卖。”该商店的店员说。

自去年11月起，山东就对韭
菜实行“双证”售卖，要求在市面
上销售的韭菜必须要具备“韭菜
产品合格证”和“市场销售凭
证”，否则不能销售，若进行违规
销售，将被处以 5 千至 5 万元的
罚款。

记者通过走访吉祥苑菜市
场、七里堡菜市场、大润发以及
一些个人商超发现，市面上在售
的韭菜大都“双证”齐全，大型超
市和市场除了查看“双证”外，在
韭菜入场销售时还会进一步抽
检。“每天早上工作人员都会进
行农药残留的抽验。”济南市历
下区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市场
科科长周琪说，一般不合格韭菜
的问题是腐霉利等杀菌剂超标。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中最大残留限量》规定，腐霉
利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 . 2mg/kg，
若超过这一限量，虽不会导致急
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可能对人
体健康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近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发布《新建高层建筑太阳
能热水系统应用监督管理办
法》，济南百米高层太阳能“强
装令”再次升级。

《办法》明确，太阳能作为
建筑部件，应与建筑主体工程
一体化设计，同步施工、验收，
且产权归属购房者个人。开发
商应当在《商品住宅使用说明
书》等文件中明确太阳能的产
权、使用方法、管理责任。未按
规定配置太阳能的工程项目，
建筑节能专项验收不予通过，
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
改正，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罚款。 据《生活日报》

今后交通违法自助机
只能处理本人违章

近日，山东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通知，4月11日起，全省所
有交通违法自助处理设备都进
行了系统升级，以后只能处理
驾驶人本人名下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非本人名下的交通违法
行为需要到人工窗口处理。也
就是说，以后再想“替人销分”
不能在自助机上办理了，人工
窗口处理流程不变。

除 了 人 工 窗 口 ，“ 交 管
12123”APP在2月份新增了处理
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
功能，只要提前将车辆和驾驶
证绑定即可。 记者 郝小庆

新建楼不安太阳能
最高罚30万元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为首批通过网约
车资格培训及考核的69名驾驶
员发放《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根据规定，今年8月之前还
没办理《资格证》的网约车司机
将不能从事网约车经营。

4 月 9 日，孟师傅在济南市
行政审批大厅市交通委窗口领
到了期待已久的《网约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成为济南市第一
个持证上岗的网约车司机。3 月
19 日至 22 日，共有 82 人参加了

济南市交通委客管中心组织的
第一批培训及考试，69 人通过
了考试，可以领取《资格证》。《资
格证》自颁发之日起有效，直到
驾驶员年满 60 周岁时失效。

《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考试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区
域科目两部分，涉及单项选择
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等，公共
科目的考试内容与出租车驾驶
员资格考试的内容差不多，区域
科目考试内容会涉及网约车政
策、规定等。截至3月底，济南市
5500 余名网约车驾驶员报名考

试，其中通过公安部门审核的有
4801 人。近期客管中心将组织第
二批约 100 人参加网约车从业
资格培训及考试。

济南交通委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2月开始施行的《济南市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网约车驾驶
员应在细则施行之日起6个月
内，办理许可手续，逾期未办的，
网约车平台不得为其提供相关
经营服务。也就是说，今年8月1
日后，没有办理资格证的网约车
司机，将不能从事网约车经营。

济南发出首批“网约车驾照”
资格证考试包括两部分，8月前不考取将不能再开网约车

□记者 郝小庆

近日，记者从济南轨道交通
集团获悉，地铁R1、R3线建设将
全面提速，确保R1线在2019年元
旦通车试运行。

现在，岛式鱼腹形的前大彦
站基本成形，外观建设和内部装
饰都已经进入尾声。站台内，大理
石地面铺设完成，楼梯、电动扶
梯、轨道、自动闸门等安装到位，
丁香紫的主题色和各种泉城元素
融入了方向指示标识等各处小细
节中，整个站台已经有模有样。

R1线高架段的轨道也即将
铺完。现在高架段处于“短轨通”
状态。3月底，R1线车辆基地的车
辆运用库也开始浇筑轨道了。在
地下段，轨道铺了接近一半，隧
道还在掘进中，只剩中间风井到
大杨庄站区间还未贯通，预计4
月下旬实现全线“洞通”，7月全
线“轨通”。

据了解，今年R1、R3线的建
设进度与原计划工期相比，提前
近 1 年的时间。R1 线将在 2019
年元旦通车试运行，试运行期间
列车将空载 3 个月，设备与系统

进磨合，等“磨合期”结束后，
2019 年 4 月份就能试运营，市民
就可以乘坐了。

R3 线一期工程的 13 个车站
中，已有 6 个主体结构封顶，按
时间顺序分别为王舍人站、工业
北路站、龙奥站、礼耕路站、滩头
站、西周家庄站。此外，R3 线礼
耕路站-丁家东站区间左右线、
礼耕路站-奥体中心西站区间左
右线、盛福庄站-西周家庄站区
间左线、工业北路站-王舍人站
区间右线、龙洞庄站-孟家庄站
区间左线 7 个区间已经贯通。

济南地铁R1线明年元旦试通车
工期提前近1年，本月“洞通”后7月将“轨通”

商贩在济南市历下区吉祥苑菜市场售卖韭菜。记者 刘紫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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