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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济南公交路线调整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
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首次将幼儿园招生工作统筹纳
入基础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范
围，努力解决“入园难”“入园
贵”问题。

《通知》指出，各级各类幼
儿园，应坚持相对就近就便、免
试入园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
接收适龄幼儿入园。公办幼儿
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探索
推进划片招生。机关、企事业单
位、部队等举办的幼儿园，除招
收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外，
有条件的应向社会开放，优先

招收附近居民适龄幼儿入园。
民办幼儿园要在所在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指导下，
实施自主招生。招生热点区域
和热点幼儿园，可探索电脑派
位、随机录取等方式，做到公
平、公正、公开。

做好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
儿童入学工作。各地要根据国
家和省关于建立以居住证为主
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有
关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切
实简化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合理确定入学条件，确保符合
条件的应入尽入，不得随意提
高入学门槛。进一步落实和完

善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
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政策措
施。要巩固农村留守儿童专项
保护行动活动成果，做好农村
留守儿童入学保障工作，防止
学生辍学。

实行“零拒绝”“全覆盖”，
针对残疾儿童少年的类别和
程度，按照“一人一案”的安置
原则，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整
体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要求，
切实解决未入学适龄残疾儿
童受教育问题，保障所有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

据齐鲁网

山东将幼儿园招生
纳入基础教育招生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济南市城镇人口密集区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城镇人口
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
迁改造的“时间表”。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城
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
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将完成就地改造
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
关闭退出(以下统称“搬迁改造”)。
其中，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

险隐患的大型企业今年年底前
全部启动搬迁改造，2020年年底
前完成;其他大型企业和特大型
企业2020年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
改造，2025年年底前完成。

今年6月15日前，各县区政
府(含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
区管委会)将对辖区所有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进行摸底，确定
本地区城镇人口密集区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出就地
改造、异地迁建、关闭退出的企

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告。9月15日
前，由各县区政府对公告的企
业制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
迁改造实施方案。今年9月16日
至2025年10月31日，分步分类、
扎实有序推进搬迁改造工作。

我市提出，各县区要采取
第三方机构评价方式，逐一对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评级
评价。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加快
推动进区入园并鼓励各园区制
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禁限
控”目录。 据《济南日报》

济南：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企业将搬迁

19路、K141路、523路临时
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因齐州路青岛路交叉口
封闭施工，公交车辆无法通
行，5月 1 8日起，1 9路、K1 4 1
路、523路临时调整部分运行
路段。

19路临时调整后，沿聊城
路向东、泰安路向南、兴福寺
路向西、齐州路向南恢复原
线，临时增设泰安路青岛路、
兴福寺路齐州路（路南）站点，
临时撤销齐州路青岛路（路
西）、青岛路齐州路（路南）、齐
州路兴福寺路（路东）站点。

K141路临时调整后，沿
聊城路向东、泰安路向南、兴
福寺路向西、齐州路向南恢
复原线，临时增设恒大雅苑、
泰安路青岛路、兴福寺路齐
州路（路南）站点，临时撤销
齐州路聊城路（路西）、齐州
路青岛路、齐州路兴福寺路

（路东）站点。
523路临时调整后，沿兴

福寺路向西、泰安路向北、聊
城路向西恢复原线，临时增
设恒大雅苑站点，临时撤销
青岛路泰安路（路北）、齐州
路青岛路（路东）、青岛路齐
州路（路南）、齐州路聊城路

（路西）站点。

“写意中国”2018中国国家
画院美术作品展
时间：5月15日-30日
地点：济南市美术馆

展颜五彩飞翰墨－
山东美术馆馆藏李波捐
赠作品展
时间：5月12日-6月9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

观佛－北朝拓本精品展
时间：5月9日-6月9日
地点：济南美术馆第3号展厅

《合理科学运动治未病》
时间：5月12日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一楼报
告厅

《“金狮子”与“善财童子”：
华严时空辩证法（中）》
时间：5月19日14：15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金狮子”与“善财童子”：
华严时空辩证法（下）》
时间：5月20日14：15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2018高考英语阅读理解高
分如何应对》
时间：5月20日9：00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传习录》讲读课（四十二）
时间：5月19日14：30-16：3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孟子》精讲（六十三）
时间：5月20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葡萄酒品鉴公益课堂
时间：5月19日14：00
地点：济南图书馆新馆负
一层小报告厅音乐剧《不一样的焰火》

时间：5月18日、19日19：30，20日
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280元

“相约泉城”京剧演唱会
时间：5月19日19：30
地点：济南梨园大剧院
票价：20-100元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乌
龙山伯爵》
时间：5月19日14：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80-880元

经典童话剧《红狐狸传奇》
时间：5月19日、20日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票价：50-150元

于红梅二胡师生音乐会
时间：5月19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80-380元

宁峰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5月20日（周日）19：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50-380元

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
经典视听音乐会
时间：5月20日（周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120-380元

京剧《桑园会》《赤桑镇》
《坐宫》
时间：5月20日（周日）19：30
地点：济南梨园大剧院
票价：20-100元

孙露博士个人独唱音乐会
时间：5月21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50元

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
广项目-滇剧《水莽草》
时间：5月22日、23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100元

茱莉亚演奏家独奏三重室
内乐音乐会
时间：5月21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42 . 5-100元

丝路·狂想2018马克西姆
跨界钢琴演奏会中国巡演
时间：5月22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80-680元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16日起预售端午假期汽车票
距离端午节假期还有

一个月的时间，为方便广大
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济南长
途汽车总站5月16日起预售
端午假期首日客票，假期优
惠购票政策同步出台。

据《济南时报》

2018年6月16日-18日期
间，凡到总站窗口购票的教
师、现役军人、离退休干部凭
有效证件可享客票9折优惠 ;
革命伤残军人凭有效证件购
票享半价优惠;持老年证和总
站发放的VIP会员卡乘车可
享9折优惠;学生持学生证享9
折优惠;团体包车一律8 . 5折。

为方便旅客出行，总站
甄选了青岛、黄岛、胶州、胶

南、烟台、威海、日照共7条沿
海线路，开展夏季优惠活动：
即日起至6月14日，2人及2人
以上在总站人工售票窗口购
买同一沿海线路同一发车班
次的客票，即可享受购票9折
优惠。广大旅客可拨打总站
热线0531—96369咨询、预定
客票，也可以关注总站官方
微信(JNCTQCZZ)随时获取出
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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