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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新增5所公办园 为孩子免费查体
今年历下教育将有一系列“大动作”，包括举办首届足球联赛、开发研学课程等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提醒
1+5城市更新
将成规划重点

2日，记者从济南市规划
局获悉，市规划局工作人员前
往天桥区调研，就九个议题进
行了交流讨论。据规划局工作
人员介绍，下一步，将着重做
好省市棚改项目、1+5城市更
新、黄河两岸规划编研、十五
分钟生活圈等规划工作，并推
行街区网格社会民生服务设
施规划管理模式。记者了解
到，下一步，天桥区将借助“中
疏”与携河发展相结合，成为
发展新契机。 记者 张敏

章丘铁锅产品标准
向社会发布

舞起龙灯四蟹灯闹元宵
演员都是社区居民

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除了
夜间赏花灯，当天上午9点在
北园立交桥东南的白鹤社
区，正进行着“四蟹灯”等演
出，白鹤社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龙灯、四蟹灯、秧歌
队的演员全都来自社区，而
且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
人，近年在政府的扶持下，

“四蟹灯”等民间元宵灯节时
的演出恢复起来，也是想借
这种传统的民间演出，留住
传统、留住乡愁。记者 王僖

记者获悉，3月1日下午，
济南同盛永厨具有限公司主导
起草的企业手工锻打铁锅产品
标准在国家质检总局企业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向社会公
开发布。该标准由济南同盛永
厨具有限公司形成标准初稿，
并经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的专
家研讨而制定。标准的发布解
决了章丘铁锅生产无标可依的
问题，为章丘铁锅提升产品品
质、做强铁锅品牌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记者 郭学军

山东美术馆
今日有民俗活动

3月2日，是正月十五元
宵节。山东美术馆推出了系
列民俗活动。在夹层公共教
育空间，张灯结彩、喜庆热
闹，猜灯谜、观皮影、品糖画、
赏面塑、绘版画、玩泥塑、作粮
画，七大活动嗨爆全场。一些中
小学生抓住假期的尾巴纷沓
而来，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和民
俗文化的浸染中欢度佳节。正
月十六，活动继续举行。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张楚杭

6 . 6米大锅蒸汤圆

千余游客如此闹元宵

隔记者 郭春雨

生活日报3月2日讯 记者从
2018年历下区教育工作会议上获
悉，聚焦“均衡”、“优质”两大主题，
2018年历下区教育将有一系列的
“大动作”，包括年内新增幼儿园、
幼儿免费查体、开发研学课程、举
办历下区首届校园足球文化节和
校园足球联赛等，通过一系列措
施，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

根据《2018年历下区教育工作
要点》，2018年历下区将新增恒大
帝景、中林路等公办园5所、普惠性
民办园2-3所，将能够解决1500个
孩子的入园问题。历下区幼儿园总
数达百所，普惠性幼儿园及其在园
幼儿覆盖率80%以上。

此外，推进燕柳小学、文东小
学校区扩建改造工作，加快燕山学
校初中部改造、第一实验幼儿园重
建、盛景小学教学楼改造等工程进
度，同时推进14处开发商配建代建
学校和15处幼儿园的建设，东城御
景、拉菲公馆等3处居住区配建小
学和山水郡、甸新佳园等5所居住
区配建幼儿园投入使用。

惠民政策继续加大，除了继续
实施减免保教费、学生医保、校外
实践费用、资助困难师生等惠民政
策外，还将扩大免费提供学生装工作
的标准和覆盖面。此外，今年增加了
幼儿免费查体。包括民办幼儿园在
内，历下区的幼儿园孩子都将每年享
受免费查体一次。同时逐步为中小
学、幼儿园安装新风系统，改善室内
空气质量，进一步拓宽、丰富延时服
务的覆盖面和内容。

在课程设置上，依托省博物馆等
公益场所和山东省首批65个研学基
地，做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开
发研学课程。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家长
参与、学校组织、社会支持”的家庭教
育工作推进机制，提升全区家庭教育
整体水平。健全心理咨询服务制度，
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在体卫艺工作上，开展中小学
生体育联赛、大课间活动等“阳光体
育运动”，组织“一校一品”学校体育
品牌创建活动。大力推动校园足球运
动，举办历下区首届校园足球文化节
和校园足球联赛。组织全区中小学体
育与健康检测。组织“专业医生进校
园”，提升学校卫生保健水平。

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
失业保险金如何计算？

咨询：张先生失业以后根据规定
可以领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但是领
了两个月以后，张先生重新就业了，
还有两个月的失业保险金该怎么办？

解答：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
失业保险金停止发放。张先生如果
之后再次失业，按其重新就业后的
缴费时间核定其本次应当享受的
失业保险金期限，其前次失业应领

取而尚未领取的两个月失业保险
金期限可以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
得超过24个月。

依据：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
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失业人员在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的，
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
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根据《失
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失业
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
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
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
并计算，但是最长不得超过24个
月。 通讯员 毛可超

汽车总站迎返程高峰
3月3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将迎来较为集中的返程客流，返
程流、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相
互叠加成为客流主体，形成节后
的第二次返程客流小高峰。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昂

方便看花灯
公交开加班车

这两天，观看花灯的市民
也比较集中，为方便花灯会的
出行，济南公交一分公司二队
84路抽调了6部公交车，作为
摆渡线路用车。84路车队将车
辆提前安排在花灯会地点附
近，根据客流情况，投入摆渡
车。 记者 李培乐

出行

广场汽车站增设
返校学子直通车

开学在即，为方便广大学
子乘车返校，济南广场汽车站增
设返校学子直通车，3月3日、4日
早上7点至晚上7点流水发车，直
通车将发往山东英才学院、山东
现代职业学院、山东职业学院、
山东省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济南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山东建筑大学。记
者 王健 通讯员 费腾

3月2日下午，济南宽厚里商业街，商家用直径6 . 6米的大锅
一次性蒸出来4000多个汤圆免费供应，千余游客排队等候领取
免费汤圆。这次活动十分热闹，让大家体味到了十足的闹元宵
味道。 记者 程凌润 周青先 摄影报道

大风继续吹 今日还将有小雨
2日，济南市虽然温度回升但

是风力较大。济南市气象台2日16
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据
悉，3日夜间到4日将迎来小雨雪。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2日
夜间到3日白天晴间多云，南风4～
5级阵风7～8级明天午后逐渐减弱

到3～4级，3日早晨最低气温济阳、
商河7℃左右，市区及其他县区9～
12℃，3日最高气温21℃左右。3日
夜间到4日白天阴有小雨，4日傍晚
到夜间有雨夹雪。5日晴，东北风3
级，最高气温10℃左右。

记者 段婷婷

畅游太行山 女士仅需298元/人，男士仅需348元/人
□记者 张淑芬

生活日报3月2日讯 近日，
本报联手品质旅行社推出的“三
八节”特惠游太行活动，一经推
出，得到广大读者、游客的热烈响
应，纷纷致电咨询。鉴于读者们咨
询较多的问题，在此进行回复。

不少读者对于“女士免费
男士半价”的理解出现差错，其实
免费的是景区100元/人的门票价
格，而不是所有的行程价格。男士
半价呢，是指门票仅需50元/人，
其他费用还要正常缴纳。也就是
说，整个行程，女士去掉门票费
用，还需要缴纳298元/人，这些钱
包含住宿、两正一早餐费、导游费

以及60元/人的景区小交通费用。
男士需要缴纳348元/人，这个价
格是除了上述298元的费用，再加
上50元半价门票的费用。70周岁

(含)以上男士门票也免费，仅需缴
纳298元/人。

同时，我们的出发时间不是3
月8日当天，而是3月8日过后的周

六、周日两天，即3月10日、11日，旅
行社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是为了方
便大家利用周末时间轻松出行。空
调大巴车将于10日早晨6点左右从

燕山立交桥出发，沿线经过省体对
过、五院、段店立交桥、槐荫区政府
等地点，大家可按照就近站点乘
车，车行大约5 .5小时。

目前，山中气候相对市区仍低
一些，因此读者们若去太行游玩请
根据近期天气预报适当携带衣物，
并穿较为合脚、耐滑的鞋子。

再来看一下此次出行的具体
行程。第一天，中午抵达林州，午
餐后游览桃花谷景区，后乘坐景
区观光车游览有“人间仙境”之称
的太行天路；第二天，早餐后游览

“太行之魂”王相岩景区，有荡魂
桥、之字梯、悬崖栈道、森林浴廊、
仰天池瀑布、天下奇观-摩天筒
梯、水帘洞、玉皇阁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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