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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酗酒者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
《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提醒
济南人才市场举办
春季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3月9日上午，济南人才
市场举办春季高校毕业生招
聘会。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
会共有103家用人单位参会，
提供岗位3458个，涉及机械
类、电气类、计算机、市场营
销、行政专员、财务、人力资
源、外贸等专业，吸引2000余
人次进场求职咨询。求职应
聘者与招聘单位普遍反映招
聘效果良好，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520多人。本次招聘会由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市劳动就业办公室
承办。 记者 段婷婷

济南将用3年时间
全面盘活农村闲散土地

以提升信用卡额度为由
男子套现十万余元

近日，济阳区公安分局
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其信
用卡被人套现。经过努力，3
月7日，济阳区公安分局将涉
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刘某
(男，38岁，济阳区孙耿办事处
人)抓获。据悉，2017年以来，
犯罪嫌疑人刘某多次以帮人
提升信用卡额度为由，拿到
别人信用卡密码后利用POSS
机套现十万余元，后畏罪潜
逃。记者 张国桐 实习生

郑礼鑫 通讯员 刘德杰

闲散土地是发展农村“边
角经济”的可利用资源。如何
盘活农村闲散土地，让沉睡的
资源散发活力？近日济南市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农村闲散土地盘活利用的通
知》，提出在对全市农村闲散
土地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
建立农村闲散土地数据库，利
用3年时间完成盘活利用，其
中2 0 1 9年完成工作总量的
20%，2020年完成40%，2021
年完成40%。 记者 杨璐

济青北线这个路段
封闭施工10天

济西湿地
五一迎客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3月11日讯 记者从
山东省教育厅获悉，为不断健全学
生资助制度，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
精准度，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
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
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号)
精神，拟定了《山东省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办法》，现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4月11日。

根据《办法》规定，家庭经济困
难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
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
活基本支出。在组织方面，要坚持
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既要
做到认定内容、程序、方法等公开
透明，又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
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各级教育、财政、民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扶贫、残联等部门应建立
工作协同机制，共享数据资源，确
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
孤儿、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
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学生信息
真实有效，并全部纳入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数据库。

《办法》规定了认定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需依据几个因素。家庭经
济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
业状况、家庭财产及收入、家庭负
担等情况；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

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因素主要指校园地、生
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突发状况因
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
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学生消费因
素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消费结
构等情况。

根据《办法》，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档次可分为特殊困难、困难
等二至三档。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可认定为特殊困难学生：即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学生；城乡特困供养学生；
孤儿；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的
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因其他原
因(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
大突发意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
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
生。

值得注意的是，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已经通过认定的，应取消其受
助资格：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
提供虚假信息的；由于家庭建房、
购房、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
时困难的；生活奢侈浪费的，如购
买与学习无关的高档消费品、经常
自费外出旅游且消费较高、擅自在
外租住民房、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
等；有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有
其他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记者了解到，本办法自2019年
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6
月30日。

男子不慎坠入商场通风井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李金儒

3月8日8时49分，济南市历城
区天天淘宝街商场内，一男子落入
通风井内，情况十分紧急。济南市
消防支队黄台中队接警后立即赶
赴现场处置。

8时59分，消防人员到达现场。
经了解得知：一男子不慎坠入商场
正在施工的通风井内，井深约10米，

井口直径约150厘米，井内两侧有裸
露钢筋。根据现场情况，消防人员迅
速安排两名身材较小的队员携带担
架、挂钩、板带、绳索，利用安全绳下
井实施救人。下井后消防人员利用
板带、绳索将被困男子固定在担架
后向指挥员发出信号，救援队员一
起用力往上拉动。经过一番紧张救
援，终于将被困男子成功救出。男子
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社区

六里山全员联动
打造高效城管平台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
效率，打造高效城管队伍，六
里山街道城管委以城管队伍
为骨干，以网格员为抓手，积
极与执法、环卫和社区联手，
形成上下齐心、全员联动的新
局面，全力以赴提升辖区的城
市管理水平。

一是强化大厅指挥效能，
带动各网格加快大、小循环案
件处置，确保顺利结案。二是
强化热线导向作用，积极推进
城管进社区、入网格，第一时
间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三是
强化网格支撑效果，以社区为
单位，组建网格队伍，夯实网
格基础。

下一步，城管委将继续深
化网格管理建设，积极与区城
管委五部一中心一办对接，结
合大、小循环系统，打造高效
城管平台，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用实际行动诠释“品质市
中 城管先行”。 记者 王
国青 通讯员 孙艳慧

大观园街道纪工委开展
党风廉政责任书签订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增强街道领导干
部、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廉
洁自律意识，市中区大观园街
道纪工委按照街道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的目标及任务，于近
日开展廉政责任书签订工作，
拧紧责任螺丝、上紧制度发
条。机关及社区人员收到责任
书后认真阅读，并手抄承诺内
容，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承
诺今后严守政治纪律，勤奋工
作，克己慎行。

此次廉政责任书的签订，
使街道领导干部、机关和社区
工作人员提高思想意识，自觉
接受监督，加强自我约束，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下一步，街道纪工委将继续强
化廉政教育，狠抓作风建设，
为街道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有
力的纪律保障。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岩

济南园博园开展“树木认养”活动
┬记者 李震

植绿爱绿护绿，共守绿水青
山。记者从济南城市建设集团获
悉，植树节来临之际，济南国际园
博园发起“树木认养”活动。

据了解，园博园现有500余种
树木供市民选择认养，如鸡爪槭、
樱花、南天竹、紫叶小檗、火炬树、
乌桕、紫荆、银杏、栾树、法桐、水
杉、榆树、国槐、刺槐、马褂木、白
蜡、流苏、车梁木、榔榆、榉树、忍
冬、银杏、西府海棠等，不限制区
域、树种、数量，一株、多株、一片，
均可在园区内认养。挑选好自己喜

欢的树种后，市民可以进行挂牌、
除草、浇水、拍照留念等，还可以春
游休憩、游玩，犹如自家的后花园
一样。活动中如果有问题可以咨询
养护工人，认养后如果市民没有时
间照顾，养护工人也会帮忙照顾打
理。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活动中市
民游客认养的树木所有权仍归园
博园所有，不能带走或者损毁。

活动报名时间为2019年3月12
日至3月20日，市民可将姓名、电
话 、认 养 株 数 发 送 至 邮 箱
jinanyuanboyuan@163 .com，认养时
间为2019年3月23日、24日。

11日，记者在济西国家湿地公园看到，几辆大型施工车辆正在入园道路
和入口停车场内施工，园内的几座餐饮配套设施也正在建设中。据了解，济
西湿地公园将于今年五一正式开园迎客。济西湿地是江北最大的国家级湿
地公园，开放后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旅游的好去处。记者 王媛 摄影报道

┬记者 杨璐

共青团山东省委官方网站发
布信息显示，刘天东同志已任团省
委书记、党组书记。此前刘天东任
济南市章丘区委书记。

3月8日下午，团省委召开机关
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团省委主

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省委组织
部副部长刘树军宣布决定并讲话。
省委批准，刘天东同志任团省委书
记、党组书记。

官方信息显示，刘天东，男，
1976年12月出生，汉族，济南市人，
1997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文化程度研究生。

刘天东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济青高速公路北线改扩
建工程正在进行紧张的后半
程施工。记者从山东高速交
警总队一支队张店大队获
悉，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山
东省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改
扩建工程核准的批复》意见
及济青改扩建工程施工进
度，决定对淄博高新区北侧
A、B、C道(A+C匝道为青岛至
淄博高新区方向，A+B匝道为
淄博高新区至济南方向)进行
封闭。具体封闭时间为2019
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25
日。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李虹瑶 通讯员 曲明月

11日，记者从历下区城管
局获悉，2019拆违拆临工作正
在进行中。执法人员通过实地
勘查，仔细研判，划定拆违范
围，拆除了解放东路一家汽修
厂违建板房和窑头路山东国
际珠宝交易中心的违规广告
牌。历下区拆违拆临“春季攻
势”行动由此拉开帷幕。

记者 李震

历下城管发起
拆违拆临“春季攻势”

上一周，市城乡建设委持
续强化建设工程扬尘治理督
察检查。检查发现，12个项目
扬尘治理措施落实较差，施工
现场不同程度地存在大面积
裸露渣土未覆盖、施工道路未
硬化或不保洁、施工现场积尘
积土严重、建筑垃圾不及时清
运等问题。督察组对问题严重
的3个项目进行曝光、通报批
评；对其余9个问题项目进行
点名批评。 记者 李震
通讯员 关学军

扬尘治理措施落实差
济南12个项目被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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