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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早晚温差加大到10℃以上
今天夜间到明天局部有阵雨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播报 交通

济南最新治尘通报：
13个项目上“黑榜”

药山3宗土地
终止出让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的交通
安全意识，确保学生出行安全，
近日，威海交警二大队走进威
海一中，为1200余名高一新生
进行了一场以“用身边事警醒
身边人”为主题的交通安全知
识宣讲，上好“开学第一课”。宣
讲中，二大队副大队长秦蕾利
用丰富生动的多媒体课件和典
型案例，对学生日常接触的道
路、车辆、交通信号等进行了强
调，提醒同学们横穿马路时注
意信号灯和过往车辆，不与机
动车争道抢行。此次宣讲活动
引导同学们树立了正确的交通
参与习惯，为广大师生筑起一
道交通安全防线。 秦蕾

9月1日，济南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发布公告，原定于9月4日
网上拍卖的天桥区药山片区3
宗国有建设用地，因故终止出
让。8月5日，济南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与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联合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出让药山片
区3宗共66029平方米，约99亩，
均为住宅用地。根据公告，三宗
打包地块位于天桥区蓝翔路以
东、药山西路以西，其中两宗地
上最大容积率为2.5，另一宗为
1.6。 记者 李震

济南新增22个渣土车
抓拍点位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虽然目
前早晚天气凉爽，但阳光炙热，夏
天余威仍在。截至2日16时，济南国
家基本气象站最高气温31 . 2℃，同
时紫外线强劲，市民要注意防晒，
尤其是正在参加军训的学生们。

预计本周天气以多云到晴为
主，最高气温在30℃左右，但早晚
温差逐步加大，均在10℃以上，年
老体弱者要注意适当调整着装，谨
防感冒！

目前主汛期已过，天气趋于平
稳，不过局地的阵雨还会偶尔来刷

存在感，3日夜间到4日局部将有阵
雨。

济南市气象台9月2日16时发
布天气预报：2日夜间到3日白天多
云间晴，南风转北风2～3级，3日早
晨最低气温17℃～19℃，3日最高
气温30℃左右。

3日夜间到4日多云，局部有阵
雨，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
19℃，最高气温29℃左右。

5日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
17℃～19℃，最高气温31℃左右。

6日～7日晴，北风2～3级，最
高气温31℃左右。8日～9日晴，北
风2～3级，气温变化不大。

在2019年度商务经济发展资金
项目申报工作中，天桥区商务局多
措并举，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
式，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的程序，确
保项目规范化上报。

该局吃透精神、做好宣传。认真
学习上级文件，重点明确各个申报项
目的审核要点，及时将扶持政策告知
企业，并积极答复企业咨询事项，帮
助企业理解政策内容。同时进行专业
审核、抽样检查。在此次项目申报工
作中，天桥区商务局通过政府采购方
式聘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申报项

目的审核工作，同时，局相关科室工
作人员抽取不少于50%的申报材料进
行复核和企业实地核验。另外开展集
体审议、民主决策。局党组适时召开
工作会议，对年度项目资金申报工作
听取专题汇报，集体审议，民主决策，
留存记录。截至目前，已有240余家企
业通过区级评审。

下一步，天桥区商务局将进一
步强化工作措施，规范申报程序，防
范廉政风险，为繁荣市场经济、企业
蓬勃发展、创建良好营商环境做出
积极贡献。 记者 王国青

提醒

槐荫区统计局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8月27日17时，日照高速交
警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自己
被妻子遗留在高速公路上，请
求帮助带离。民警立即通过视
频监控锁定了报警人的位置。
在日兰高速37公里处，民警发
现了报警男子。经了解得知，男
子途中与妻子沟通不当，一言
不合“被赶下了车”。民警拨通
了其妻电话，希望她能够在就
近服务区等待会合。民警带领
男子来到服务区，并当起了和
事佬，经过一番劝说，夫妻二人
终于和解。记者 吴永功 通
讯员 赵娜

丈夫被妻子甩在高速路
无奈求助交警

天桥区商务局规范项目申报防范廉政风险

共计1200平方米
市中区发布东八二居房屋征收公告
□生活日报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为改善
群众的生活居住条件，加快地段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
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日前，济
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
收决定公告，对东八二居零散棚户
改造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的地上
建筑物及附属物实施征收。

记者了解到，此次房屋征收范
围为东至伟东新都一区，西至山东
省实验动物中心，南至市中区公安
局宿舍，北至市中区特警大队，门

牌号为东八里洼801号，802号，803
号。征收面积约1200平方米，有证
房屋3户，院落3处。征收部门为济
南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
收实施单位为济南市市中区房屋
征收服务中心。征收补偿签约期限
自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10月1
日，共30天。

房屋征收补偿方式包括货币
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

此外，该项目实行回迁安置，
住宅房源共计12套，安置房源位
于除尘设备厂棚改项目回迁区域
内。

静脉曲张
老烂腿

静脉曲张长期血液回流不畅，脉管容易
瘀积，出现痒、发黑，甚至溃烂不愈，令人痛苦
不堪。

现在好了，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
部位可以到济南迈净堂试试冷敷理疗，运
用传统外敷方法，通过体表涂抹，皮下吸
收，靶向渗透，改善微循环。它费用低、无异
味，简单方便。只需5元即可体验三次。体验
活动靠的是产品的效果，凭的是企业的良
心。产品好不好，试试就知道。

预约电话:400-068-3177
体验地址:共青团路68号迈净堂(路南市

中医院东邻50米)
请按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使用

皖医械广审(文)第2019010014号；皖合械备20160111号

◆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历下分局2014年4月16
日核准的济南广通远电

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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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全市将举办31场公益性招聘会
□生活日报记者 王红妮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记者从
济南市就业办获悉，9月份，全市
将举办31场公益性现场招聘会。
参会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一律免费
入场。

此外，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积极落实“互联网+人社”建设要
求，搭建了济南公共求职招聘线上

服务平台，通过三位一体(网站、微
信、微博)方式提供求职招聘服务，
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网上就业服
务，实现了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及
时高效精准对接。平台包括求职服
务、招聘服务、素质测评、职业指导
等服务板块，欢迎用人单位、求职
者扫码关注。

济南公共求职招聘平台网址：
http：//zp.jnldjy.cn/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体要求，按照区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部署，槐荫区
统计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
神，号召大家踏上新时代，领悟新思
想，奉献新征程，争做统计岗位优秀
共产党员。

该局紧紧把握“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牢牢谨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激励统计岗位

党员干部不断砥砺前行。同时，认真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系统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
出党性教育，积极参加学习强国、统
计教育等网上理论学习、开展专题学
习讨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外，突
出与统计实践相结合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要求大家恪守“忠诚统
计”、遵循“实事求是”，以最严的纪律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抓党风抓作
风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用诚信反映我
区经济的繁荣，夯实用真实的数据为
民服务的理念，让槐荫区统计工作迈
上新台阶。 记者 王国青

2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共
交通总公司获悉，运署街(按
察司街-黑虎泉北路)道路施
工结束，具备公交车辆安全
通行条件，9月4日起，507路
公交恢复运署街运行。507路
恢复运署街运行后，沿明湖
路向东、按察司街向南、运署
街向东、黑北路向北至山大南
路向东恢复原线。另外，507路
公交中心医院发车时间调整
为6：45-20：45，北关北路发
车时间不变。 记者 王健

明天起507路公交
恢复运署街运行

9月2日，济南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通报了上周(8月
26日至9月1日)建设工程扬
尘治理督查情况。13个项目
因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措施落
实不到位被批评，其中问题
情节严重的中麓府一期、高
新区创新谷片区河道治理及
市政配套PPP项目被曝光批
评。 记者 李震 通讯
员 关学军

威海交警二大队做好

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K190路公交
公示首站发车时间

为方便市民实现出行时
间可计划，9月3日起，K190路
首站省立医院东院区实行定
点发车，时间分别为06：00、
06：30、07：00、07：30、08：00、
09：00、10：00、11：00、12：00、
13：00、14：00、15：00、16：00、
16：30、17：00、17：30、18：00、
19：00、20：00。首站站牌服务
信息已经更新公示完成。据
悉，K190路由省立医院东院
区开往省立医院，沿途站点
连接了省立医院、齐鲁医院、
省中医、武警医院等多家大
型医院和院区。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顾广海 王守亮

“双节”临近，为惠及广
大旅客朋友，即日起济南长
途汽车总站特别推出预购票
优惠举措：旅客于9月8日前
在人工窗口预购中秋假期客
票可享购票9折优惠，9月16
日—9月22日在人工窗口预
购国庆假期客票可享购票9
折优惠(特殊线路除外)。不
仅如此，为方便旅客朋友提
前预购客票，总站还专门设
置了“双节”快速售票窗口，
广大旅客可在此窗口享受优
先预购票、挑选座号、双节班
次咨询等等便捷服务。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燕

长途总站推出
“双节”快速售票窗口

1日，记者从济南市城管
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济南市将推行
城市治理路长制。济南市城管
局已制定出路长制实施意见
和导则，历下区、市中区等已
开始试点工作。济南市城市治
理路长制由市城管委统筹指
导，设立总路长(一般由区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一级路长(一般由街办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担任)、三级路长
(一般由数字巡查员担任)组
织体系。记者了解到，路长制
实行“路长吹哨、部门报道”运
行机制。市、区各相关部门单
位服从各级路长指挥调度，形
成“发现问题、转办处置、情况
上报、整改落实、结果反馈”的
工作模式。 记者 李震

济南市将推行
城市治理路长制

日前，为治理渣土车超速
行驶，济南交警支队在市区新
增22个渣土车测速抓拍专用点
位，这些点位分别位于华盛路、
世纪大道、旅游路、凤凰路、港
九路、经十路、工业北路、清河
北路、二环北路、腊山河西路、
英雄山路，均是渣土车进出城
的高频次道路。上述抓拍点位
对于渣土车的限速值确定为50
公里/时，这也跟目前济南渣土
车车身上喷涂的醒目的50字
样相吻合。记者 吴永功 实
习生 辛亚楠 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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