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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燕和爱森两款卫生纸抽检不合格
济南市工商局公示流通领域纸制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

播报 提醒 服务

全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年审全面启动

省财政资助新型城镇化
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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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黄庆财 李倩

11日，济南市工商局公示流通

领域纸制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经

过对流通领域内经销的部分卫生

纸、卫生巾、纸尿裤等纸制品的法定

抽查检验，婴贝儿、西市场购买的柳

燕、爱森两款卫生纸上质量黑榜。

经检验，判定2个批次的纸制

品质量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

涉及不合格项目为尘埃度、柔软

度。婴贝儿历山路店销售的青岛

市城阳区维达福利厂的柳燕抑菌

卫生纸，和西市场小商品市场一

楼B区015A、016号销售的爱森卫

生纸榜上有名。

工作人员介绍，纸制品的尘

埃度不合格，反映的不仅仅是卫生

纸等纸制品的外观质量，同时还是

生产所用原料和生产加工过程的

优劣。尘埃度高的卫生纸，往往在

生产中使用了含有印刷品的废纸

或废纸浆，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脱墨

程度低，尘埃脱除少，从而导致成

品卫生纸中含有大量的尘埃。未脱

墨或脱墨不完全的纸中可能会残

留重金属、染料等有害物质，长期

使用对人体健康不利。

目前，济南市工商局已依法

对本次抽查检验中销售不合格商

品的2家经营者进行了立案调查，

并责令销售此次不合格商品的经

营者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立即采取警示、召回等措施。济

南市工商局要求，凡是济南市流通

领域经营者销售与本次公示不合

格商品名单中同一商标的同一规

格型号的纸制品，应当自公示之日

起立即停止销售。未对不合格商品

采取措施的，将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及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环西路南延施工
井家沟附近要堵了

相关链接

银杏等6品牌消防器材上质量黑榜

记者从市中交警大队获

悉，根据二环西路南延下穿

京沪铁路立交桥工程（二环

西路南延高架）进度计划及

施工组织方案，4月13日将开

始第一阶段施工，至明年1月
6日结束。

第一阶段施工期间，将全

封闭二环西路井家沟铁路桥南

北交通。经过二环南路至二环

西路的车辆，建议绕行103省道

至济南南绕城高速，或至104国
道党杨路绕行；从二环北路至

二环西路的车辆，建议绕行济

南西绕城高速到104国道，或者

沿经十路、党杨路至104国道通

行。 记者 吴永功

74路公交临时调整
部分运行路段

纬十二路北段
快车道全线贯通

4月10日，济南市纬十二路工程（铁路桥至张庄路段）快车道沥青摊铺完

成，14:00开放交通。据了解，济南黄河路桥集团第四分公司纬十二路项目部

全体人员前期精心准备，9日13时完成东半幅快车道上面层沥青摊铺，下午

放开东侧交通。10日凌晨4时开始摊铺西侧快车道沥青面层，最终于11时圆满

完成剩余慢车道上面层沥青摊铺。记者 于洋 通讯员 李建秋 摄影报道

体育高考开考！济南娃今起测试
明年起基本素质测试将有大调整

因二环西路铁路桥段道路

全封闭施工，公交车辆无法通

行，4月13日起，济南公交74路
公交线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

段。74路临时调整后由杨家庄

公交站点始发，沿二环南路向

东恢复原线，临时撤销省建筑

机械厂、大庙屯东、井家沟站

点。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记者从官扎营街道办事处

获悉，13日（周三）早9点，济南

市第四人民医院将联手官扎营

街道办事处，在官扎营新区南

区群众活动中心二楼，启动“健

康生活、为心护航”公益服务项

目暨大型义诊活动。

届时，将有专业医生提供

测血压、血糖、心电图等义诊活

动，还将举行专题健康讲座。感

兴趣的市民可前往参与。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郝文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安排部署，加大新型城镇化

体制机制创新力度，近日，山东

省财政厅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对纳入国家和省城镇化试点

的12个市县，包括章丘、龙口、莱

芜等，按照国家级试点市1000万
元、省级试点市1000万元、省级

试点县（市）600万元的标准给予

补助。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李佳

记者从济南市残疾人劳服

中心获悉，2016年全市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全面

启动。今年，为确保年审工作顺

利开展，劳服中心积极协调市

地税部门制定《关于地税部门

征收2015年度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的通告》；指导各县（市）区

印制年审手册25000份；为便

于用人单位就近年审，共设立

审核地点17处；设置22部咨询

电话。 记者 董广远

为落实《艺术品经营管理

办法》，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日前组织召开济南市争创

明星画廊工作动员会。评选活

动采取企业自愿申报、县级文

化部门推荐、市文广新局复核

授牌的方式，济南市内符合评

选标准的美术品经营单位均可

在4月30日前到辖区文化行政

部门申报。最终评选结果经研

究审定，将在济南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网站进行公示。

记者 郭学军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4月11日讯 最近

几天，在文化东路、历山路附近，

经常看到一个个体格健硕的学

生，体育高考来了。11日，记者从

省招考院获悉，根据安排，济南、

烟台、潍坊、泰安、德州、滨州六市

的考生，将从12日到15日进行体

育专项测试和基本素质测试，5
月20日后成绩可以查询。需要说

明的是，2017年体育专业的基本

素质测试将有较大的调整。

与普通文理科考生不同，体

育生需要进行专业测试和文化统

考。其中的文化统考就是夏季高

考，而体育专业测试包括专项测

试和基本素质测试。计分办法采

用专项测试成绩和基本素质测试

成绩综合计分。考生持《报考证》、

居民身份证、《诚信表》到山东师

范大学测试点报到，接受资格审

查，领取测试号码。

今年，体育生的专项测试项

目包括田径（不包含100米）、篮

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体操、武

术，而基本素质测试项目包括

100米、立定跳远和原地推铅球

三项。明年起，体育测试的基本素

质测试将有重大调整，从原先的

三项必选，改为从100米、800米、

原地推铅球、后抛实心球、立定跳

远、立定三级跳远、折返跑7个项

目中选取部分项目进行测试。

专业测试结束后，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根据考生的体育专业测试

成绩，按合格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

2 . 5倍的比例确定专业合格分数

线。5月20日后考生可通过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询成绩。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黄庆财 李倩

11日，济南市工商局公示流

通领域消防产品质量抽查检验结

果。银杏等6个品牌的消防器材

上质量黑榜。

济南市工商局委托山东省产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对山东五金市

场、山东灯具批发市场等4家专业

批发市场及消防产品经营单位经

销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沟槽管接

件、应急照明灯具（消防应急标志

灯具）、室内消火栓、消防水带等消

防产品进行了法定抽查检验。

经检验，判定6个批次的消

防产品质量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

求，涉及银杏、兴隆利、威东、ZH、

羽展、赛安达6个品牌。目前，济

南市工商局已依法对本次抽查检

验中销售不合格商品的6家经营

者进行了立案调查，并责令商家

按照国家规定立即采取警示、召

回等措施。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从济南市环保局了解到，今年3
月 份 济 南 市 环 保 局 组 织 各 县

（市）区环保局开展了一次打击

环 境 违 法 排 污 行 为 拉 网 大 检

查，十多家单位在随机抽查中

被发现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山

东闽源钢铁有限公司危险废物

处置不合格，未分类存放，存放

容器竟然出现破损。

检查发现，在被查的2 0家
单位中，环评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4个，扬尘防治方面存在的问

题有9个，危废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4个，应急预案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3个，异味扰民问题1个。山东闽

源钢铁有限公司是此次检查中发

现问题最多的一家企业。

随机抽查污染源 多家单位被通报

济南启动明星画廊评选 周三上午官扎营新区
有大型义诊活动

公司营业执照印章
失而复得

考生和家长们想提前了

解大学校园吗？机会来了！11
日，记者从山东大学获悉，一

年一度的校园开放日已经开

始预约，从4月5日起到4月29
日的任何一天，都可以预约到

山大参观，学校专门设置了文

科组、理科组、工科组和医学

组四条线路供考生和家长选

择。需要提醒的是，参观活动

需要提前一周预约，需要以学

校为单位进行。

山东大学中学生校园体

验月，是让中学生走进大学校

园、了解大学的过程，可以让

中学生有机会徜徉大学校园，

领略大学生活的风采，提前游

览自己梦想的彼岸，对未来有

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规划。

记者 王富晓

山大有校园开放日活动
时间在4月5日至29日

8日下午，K79路驾驶员郭

浩在回场打扫车辆卫生时发现

有乘客遗失的一个文件袋，文

件夹上有58同城的字样，打开

一看里面有公司营业执照、印

章、银行U盘等多个重要物品。

车队管理人员通过公章备

案登记单上的经办人联系电话

联系上了该公司的负责人，大

约半小时后，失主肖女士急匆

匆来到公交车队。肖女士介绍

说，她当时忙着在安居客上搜

寻办公场地，上公交车时，将装

有重要物品的文件袋放在背部

靠着，下车后发现文件包遗失

在车上了。 记者 李培乐

我省婴儿死亡率
降至不足5‰

11日，记者从全省妇幼健

康工作会议上获悉，2015年全

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3 . 04/
10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分别降至4 . 77‰和

6 .03‰，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和国家妇女儿童发展

纲要、山东省妇女儿童发展“十

二五”规划目标。省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宋新强出席了本次会议

并做报告指出，2016年是“十三

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两

孩政策启动实施的重要之年，更

是新时期推进妇幼健康新发展

的关键之年。 记者 董昊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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