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学生上课时间将“设限”
小学6小时高中8小时，体育活动最少1小时

“黄牛”抢“明湖秀”免费票每张倒卖150元
主办方：凭身份证实名入场，查出倒票则该票作废

□记者 郝小庆

16日，开业7年的华润万家
大众广场店停止营业，这是华润
万家落地山东的首家门店，也是
在山东停止营业的第7家店。自
去年以来，烟台、潍坊、青岛、济
南等地的华润万家超市门店不
断关停，目前山东地区只剩7家，
其中济南有两家，分别在阳光新
路和丁豪广场。

14日，记者来到正准备停止
营业的大众广场店，发现超市里

有些冷清，海鲜、肉类、面食等无
法储存的食物货架已被搬空。

“想趁着闭店过来捡个便
宜，没想到东西还是那么贵。”家
住附近的方女士说，之前超市也
并不火爆，从 2016 年起原本两
层的商场缩成了一层。“我觉得
超市经营不好主要是因为东西
贵，有的比华联贵了三四块。”

华润万家山东地区相关工
作人员回应，这次撤店的原因是
公司做出的“区域经营调整”，对
百货区的商铺则已经按照合约

协商处理办法。
华润万家撤出后，大众广场

店旧址将改成啥？知情人士称，
华润万家将把物业交还给业主
方，重新招商。也有周边市民听
到消息说大润发将要入驻此处。

工作人员提示，虽然撤店，
但华润万家的会员卡、购物卡，
可在济南或全国其他区域华润
万家门店继续使用。在济南大众
广场店购买的商品，有任何问题
或需售后服务，可到阳光新路店
进行咨询或办理。

省直管企退人员领养老金可“刷脸”认证
□记者 刘一梦

我省 2018 年度养老保险待
遇领取资格认证已于 8 日开始。
资格认证对象为当前在省社保
局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省直管
企业全部人员。今年认证工作有
了“新方式”，省直管企业退休人
员领取养老金可通过手机 APP
和网站“刷脸”认证。

关于手机APP端，持有工商
银行社保卡的退休人员可选择
使用“山东人社服务”手机APP
下的“工商银行”人脸识别认证
方式进行认证（认证时间 :每天

8 ：00 至 20:00 ）；持有除工商银
行外其他银行社保卡的，有关人
脸识别认证功能会陆续开通；已
开通支付宝的退休人员可选择
使用“山东人社服务”手机 APP
下的“支付宝”人脸识别认证方
式进行认证；另外，手机 APP 端
还支持通过工商银行认证渠道
为他人进行养老认证。

关于电脑端，持有工商银行
社保卡的退休人员可选择使用

“山东省省直社会保险个人网上
服务系统”下的“工商银行认证”
方式进行认证（认证时间：每天
8:00 至 20 ：00 ）；持有除工商银

行外其他银行社保卡的，有关人
脸识别认证功能会陆续开通；已
开通支付宝的退休人员可选择
使用“山东省省直社会保险个人
网上服务系统”下的“支付宝认
证”方式进行认证。

此外，对于异地居住人员
（未使用人脸识别系统或人脸识
别认证不通过的），可参照往年
继续采取邮寄认证表方式进行
认证。

据悉，参加认证人员需在 7
月 31 日之前完成认证，逾期仍
未进行资格认证的，将依法暂停
待遇发放。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中
今秋开始招生

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获
悉，设计规模为60个班的济南大
学城实验高级中学将于今年9月
1日正式开门纳生。济南大学城
实验高中将成为省实验中学教
育集团核心成员学校，学校的
管理将纳入省实验中学的教学
管理中，统一教师培训，统一教
学内容，统一教学进度，共享教
育教学资源。 记者 刘一梦

●济南整治生活噪音
晚10点后不能跳广场舞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对市民举报的广场舞噪音扰
民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根
据规定，晚上 10 点以后不允许
跳广场舞。”民警介绍，交通主
干道两侧广场舞噪音不允许超
过 70 分贝，小区内部音响的分
贝不允许超过 65 分贝。截至目
前，共巡查扰民点 4000 余处，
警告 500 余人次，罚款 78 人次。

记者 刘紫薇

●济南出台节能奖励办法
最高可得50万元

近日，《济南市节能奖励办
法》印发，济南市政府对在节能
管理和服务、节能科研和推广
应用等方面取得显著节能成绩
的单位及成果给予奖励，最高
可奖50万元。济南节能奖励设2
个类别、4个子项。其中，济南市
节能突出贡献单位、济南市重
大节能成果每年评选一次，每
个奖项不超过3个名额，给予每
个获奖单位、成果50万元奖励。

据齐鲁壹点

●新晋准妈妈不显怀
戴个徽章“求”让座

近日，济南好运巴士公交公
司推出“准妈妈徽章”，方便刚刚
怀孕且没显怀的女性乘车。据
悉，“准妈妈徽章”在驾驶员手
里，准妈妈上车时可向司机说
明并领取徽章，目前只在好运
巴士的911路和910路公交车上
发放徽章。 记者 郝小庆

●青岛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规模不低于200人

据青岛市人社局、青岛市
民政局消息，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基本办学规模不低于200人。
应有办公用房和与办学规模相
适应的培训场所，租用的场所
租赁期不少于3年。市级人社行
政部门审批的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教学场所面积不低于800平
方米；区市级人社行政部门审
批的，教学场所面积不低于300
平方米。 据半岛网

●小清河30公里清淤过半
预计六月中下旬完工

近日，在济南小清河历山
北路段附近，一艘大型清淤船
正在进行清淤作业。据了解，小
清河自今年3月开始进行河道
清淤，本次清淤工程将把济南
城区段的30多公里河道、淤积
了6年的陈年老泥清理干净。如
今清淤船24小时不停歇工作，
整个河道的清理工作已过半，
预计六月中下旬即可完工。

据《济南日报》

山东9位校长1所高校
入选国家“双名工程”

近 日 ，教 育 部“ 国 培 计
划”——— 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
航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我省推荐的济南市历城二
中李新生、青岛第三十九中白
刚勋、枣庄市实验学校孙飞、淄
博市临淄区晏婴小学孙镜峰、
淄博市实验幼儿园王翠霞、青
岛二中郝敬宏、潍坊市奎文区
宝通街小学王冬梅、滨州市北
镇中学邢成云、枣庄市实验小
学于伟利等 9 位校长和教师入
选。齐鲁师范学院入选“国培计
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培
养基地。 记者 刘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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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万家山东“大撤退”
山东首家店关门，两年内已有7家店停业

□记者 刘紫薇

5月11日上午10点，“明湖秀”
首次免费放票，一分钟内便被抢
空。“太快了！”“还没开始就已经
结束了。”不少参与抢票的市民
感叹。抢票结束后，有的“黄牛
党”以高价售卖0元抢到的门票，
还有的推出高额代抢业务，保证
能帮市民抢到票。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
索“明湖秀”，发现不少“黄牛党”
将抢到的票放在APP上倒卖，均
价在100元左右，好位置的票甚
至卖到150元一张。此外，还有一
部分商家推出代抢业务，120元
代抢2张票，声称“100%能抢上”。

“演出的门票采用实名抢
票、实名兑换的方式，观众需要
拿着网上订票时所使用的身份
证到入口处的机器上打印门
票。”“明湖秀”主办方相关工作

人员说。
既然推出实名制购票，那购

买的“黄牛”票是否能入场？11日
下午5点多，记者来到济南市大
明湖风景区，景区西南门的西侧
设置有三台兑换门票的机器。抢
到票的市民纷纷排队领取，通过
在机器上扫描身份证便可兑换
门票。记者观察到，门票上只标
明了演出时间、演出地点、座区
等信息，在下方还标注有“请务
必持带本人身份证接受安全检
查”的字样，但门票上并没有标
注身份证号。

“PDA系统在检票时可以查
看购票人信息，通过比对身份证
就可以查看是否为本人购票，但
如果严格按照一证一票进行检
查，一些托亲友购票的市民是不
能入场观看的，尤其对于不会购
票的老年人，这会引起很多纠
纷。”工作人员表示，当前验票入

场还未按照一证一票严格对应
的模式，但“明湖秀”演出严重杜
绝“黄牛”倒票行为，一经发现或
市民举报，那么这张票视为作废。

“‘黄牛’倒票属于违法行
为，严重影响市场秩序。”济南警

方表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伪造、变造、倒
卖车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
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
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记者 刘一梦

近视眼、小胖墩……学生体
质健康一直是备受家长关注的
问题。《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
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近日
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
见稿中明确，学校不得削减或挤
占体育课时，应保证学生每天校
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

不少家长担忧孩子每晚作

业多，影响睡眠。对此，意见稿明
确，除课外活动外，小学生每天在
校集中上课学习时间不得超过
六小时，初中学生不得超过七小
时，高中学生不得超过八小时。

中小学校应当全面实行大
课间体育活动制度，每天上午统
一安排不少于25分钟的大课间
体育活动。没有体育课的当天，
中小学校应当在下午课后组织
学生进行集体体育锻炼。而且体

育科目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获得学
位应当按规定修满体育课程学
分，达到课程标准要求。

根据征求意见稿，学校违反
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具体内容为削减、挤占体育
和健康教育课时；未按照规定保
证学生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将学

校体育场馆挪作他用，未按照规
定向学生免费开放学校体育设
施；未按照规定组织学生体质健
康测试等。

公众可登录“山东省政府法
制网”省政府法制办法规规章草
案意见征集系统，在线提出意见，
也可将建议发送至sdzffzfzec@
shandong.cn或通过信函方式将意
见寄至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征集意见截止时间为6月10日。

观观演演市市民民需需持持购购票票人人身身份份证证取取票票。。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济南新车挂牌
不必扎堆市级车管所

济南春季车展已结束近一
个月，不少市民仍扎堆前往市
车管所办理新车挂牌和二手车
过户等业务。对此，济南市车管
所提醒，各区分所都可以办理
国产车新车注册业务，而除济
西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外，济南
还有 13 处二手车登记服务站。

记者 郝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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