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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济南人力资源招聘会
场馆：济南市人力资源市场

地点：历城区七里河路北段2-2号
时间：7月15日(周五)8:00-13:00

山东大学人才招聘会
场馆：山东大学体育馆

地点：济南市山大北路西口

时间：7月16日(周六)8:00-13:00

山东省17市人才招聘会
场馆：山东省历山剧院

地点：济南市泺源大街与历山路交叉

口东北角

时间：7月16日(周六)8:30-12:30

山东历城综合类招聘会
场馆：济南市历城人才市场

地点：济南市花园路2号
时间：7月17日(周日)8:00-13:00

山东应往届生招聘会
场馆：济南市青少年宫

地点：济南市少年路5号
时间：7月20日(周三)8:00-13:00

王红妮 整理

尼山书院国学讲堂
时间：16日（周六）14点-17点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小

报告厅

主讲人：赵宗来，济南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内容：童蒙养正做圣功——— 说说

“三百千弟”的学法和作用。

电话：0531-81279601

薛仁明讲《史记》
时间：16-17日上午8:40-12:00，下
午1:30-4:30
讲座地点：尼山书院奎虚书藏二楼

咨询联系:0531-86196216
主讲人：薛仁明，台湾独立学者、作

家，1968年生于台湾，祖籍福建漳

州，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

艺术学研究所，长居台东池上乡

下。

高中语文公益讲座
时间：15日(周五)晚上6:30-8:30
地点：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中心

校区18号楼第二报告厅

主讲人：王宏伟，中学语文高级教

师，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文

学作品多篇。

讲座对象：主要针对新高三同学及

家长，同时适合新高二高一同学及

家长。

预约：QQ群-2：523920622(欢迎加

入 记者 董广远

讲座

健身

明朱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时间：17日(周日)13：30-16：00
内容：展出的是明朝第一代鲁王朱檀

墓中的出土文物。

地点：山东博物馆(经十路11899号，燕山

立交桥东行2公里，路北侧)

电子商务博览会
时间：7月15日-17日
地点：高新区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内容：300余家国内外知名电商企业和

电商服务业参展 记者 董广远

展览

开元片区居民今冬能供热
旅游路西段热力开始施工

□记者 于洋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旅

游路西段管线配套及道路整

治工程也已于7月12日正式启

动，目前，按计划先期进行的

热力改造施工也已开始。

14日，记者在济南热电了

解到，作为此次道路提升及市

政管线配套之一的燃煤锅炉

替代和“汽改水”重点工程，起

点自历阳大街沿旅游路至环

山路，长度约3 . 48公里，主要

为保证今冬开元片区10余万

户居民及单位140万平方米的

供热需求。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沿

旅游路施工的金鸡岭热源厂

高温水热网工程就是为治理

雾霾、提升蓝天气质而大力实

施的，工程完工后，将辐射原

开元片区及工艺美院供热用

户，每年可减少燃煤量约2 . 4
万吨。

“为将道路施工和交通影

响平衡好，少挡一天是一天，

少封一米是一米。”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旅游路热网施工

的建设单位，济南热电有限公

司开工前多次召开专题会进

行研究部署，以求缩短施工时

间、减少封路面积。

此次旅游路施工还包括：

解决经十路以南东西向燃气、

供水等市政管网的瓶颈；同时

实施引水工程，为羊头峪西沟

水库及上游河道提供水源，满

足河道生态水系建设要求，补

充千佛山附近地下水源，提升

千佛山、佛慧山景区景观并实

施道路整治。

出行小贴士
1 .工程将采取道路半封

闭施工，基本保证全路段双向

四车道，统筹非机动车和行人

通行需求的交通组织方案，保

证车辆通行。

2 .旅游路道路改造施工，

保证快车道双向四车道，不影

响公交车通行。

3 .请小伙伴们及时关注

施工期间的出行信息，合理选

择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

青少年夏令营招募
时间：即日起报名

地点：芙蓉街

内容：开展“老济南记忆馆传统文

化体验夏令营”活动，将本社区同

学们集合起来，降低同学们独自在

家的危险系数，通过一系列的活

动，培养同学们对社区归属感。

联系方式：15726417276

社区成长快乐营招募
报名时间：7月14日-8月18日每周

二14点-16点
地点：新世界阳光花园社区

内容：参与社区实践活动，可以获

得社会实践活动盖章

报名电话：86327237

科学健身公益活动
时间：16日-17日19点-20点
地点：印象济南泉世界景观河畔南

头亲水平台

内容：“让健康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公益活动，开场搏击课、团体课、与

专业教练半小时沟通交流时间

咨询电话：4000902767

养心殿中医沙龙
时间：7月17日下午2点到4点半

地点：瑞珈瑜伽馆

内容：会员桩功交流活动

报名：视周刊养心殿中医沙龙

QQ群299388736 记者 董广远

读书

招募
亲子阅读活动
时间：即日至2016年7月31日
内容：“我家最爱读的一本书”推荐活

动。“阅读小达人”推荐活动，内容包括

阅读小达人的自我介绍、阅读经历、阅

读感言(可列出2016年度已阅读的一

些书目和阅读体会)。
报名QQ：2300772146(注明读书活动报

名) 记者 董广远

推荐好书有礼相赠
时逢暑期，历下区图书馆特别推出

“您推荐一本好书，我送您一份清凉”活

动，即日起,凡是来历下区图书馆借书室

(十亩园街1号128室)参加荐书活动的读

者,均可获赠一份小礼品，先到先得。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郇文媛

公益电影

动画片连连看
时间：7月15日(星期五)上午9:30
地点：老馆一楼读者沙龙活动室

适合年龄：5岁—10岁
注：限报25人。

《旅行》
时间：7月16日(星期六)下午3：00
地点：老馆一楼读者沙龙活动室

适合年龄:8岁—14岁
注：限报25人。 记者 董广远

□记者 王红妮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记

者从省人事考试中心获悉，

2016年度计算机应用能力省

直考区第四批考试将于近期

开始报名，具体报名时间是7

月20日9：00-7月26日16：00，
缴费时间是7月20日9：00-7月
27日16：00。

省人事考试中心提醒，考

生应按照规定时间登录山东

人事考试信息网进行网上报

名及缴费确认，应试人员于8

月3日9：00-8月9日16：00到山

东人事考试信息网打印准考

证系统查看本人考试时间，并

打印准考证。打印准考证系统

开放时间为8月3日9：00到本

批次考试结束。考试开始时间

为8月10日。

2016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20日起报名

热力改造施工现场。 记者 于洋 摄

小区售水机水质有了新标准
水源必须是公共供水，水质每周检测并公示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济

南很多小区都有现制现售的

自动售水机，价格便宜购买方

便的同时，监管一直是个难

题。日前，济南制定了《济南市

现制现售饮用水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

经营要取得“一证一照”

《暂行办法》拟规定，现制

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是现制现

售水卫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对供水设备、设施采取相应的

卫生防护和安全防范措施。

经营者必须“持证经营”，

应当取得营业执照及卫生许

可证后方可从事现制现售饮

用水生产、经营活动。

水质是小区居民最为关

心的问题。《暂行办法》拟提

出，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应当

以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公共供水为水源，禁止使用

公共供水管网以外的其他水

源。

经营者发现水质检验不

合格或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

的水处理装置或消毒装置发

生故障时，应立即停止供水，

及时查明原因，消除污染，并

对出水水质进行检验，经检验

合格后方可恢复供水。

水质检测结果存4年

为了让经营者的基本卫

生管理落到实处，《暂行办法》

提出，经营者应配备相应的水

质快速检验仪器、设备，每周

对供应的水质进行检测，检测

项目为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电导率、PH，做好记录归档。。

水质检测结果记录应当

保持完整，不得随意涂改，至

少保存4年。

滤芯定期更换并公示

滤芯如果更换不及时，容

易产生水质二次污染。《暂行

办法》拟明确要求，经营者应

当根据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

的额定净水量或者水质状况

及时更换水质处理材料；更换

水质处理材料的，应当经水质

检测合格后方可供水。

经营者应当在售水机的

醒目位置公示相关材料和最

新检测报告。

《济南市现制现售饮用水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根据相关规定现向社

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如有意

见及建议请以电子文档的方

式在7月20日前发送至邮箱：

jnxzxss@163 .com。

公益太极拳讲堂
时间：7月16日-8月16日
地点：印象济南园区(腊山河西路与

青岛路交会处)
内容：山东拳尊俱乐部与市民一同

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感受中华武术

魅力

咨询：400090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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