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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地铁3号线已具备试运行条件
项目工程通过验收，11月底“小蓝”家族18列车全部到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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泺口街道纪工委
绷紧节点“廉洁弦”

官扎营严控大气污染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为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在大
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监督作
用，切实提高辖区内空气质量，
纪工委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多
管齐下，持续加力，扎实推进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是重学习，严要求，筑牢
“防火墙”。及时传达上级关于
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会议精
神以及梳理督查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全力以赴做好大气污
染防治督导工作。二是强监督，
重执纪，打好“组合拳”。不定期
对辖区内工地施工湿法作业
等工作的现场督查，全程对扬
尘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常
态化督察，实行层层落实与监
管责任制。三是细自查，严整
改，守好“责任田”。组织网格员
配合环保部门督导施工单位
严格按照要求设立围挡、覆盖、
密闭式运输，并加大人机结合
进行道路冲刷、洒水降尘。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王德华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9月12日讯 民航临时
乘机证明是旅客在乘机出行时，因身
份证件忘记携带、丢失或证件过期，
经机场公安机关进行身份核实后出
具的临时性乘机身份证明。为方便旅
客出行、避免纸质乘机证明资源浪
费、实现绿色节能，自即日起，济南机
场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系统进入试运
行阶段，10月1日正式启用。

过去，旅客忘记带身份证，办理
时旅客需要寻找办理窗口或终端，因
此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现在不
用那么麻烦了，即日起，济南机场电
子临时乘机证明系统进入试运行阶
段，10月1日正式启用。

据悉，旅客通过微信扫描官
方二维码或微信搜索“乘机证明”
小程序等方式登录该系统，录入
身份信息，进行人脸识别，根据页
面提示填写身份信息，并通过微
信人脸核身能力进行实名实人验
证，成功提交后60秒就能查询临时乘
机证明，获得防伪二维码，15天内可
以凭二维码到指定柜台和通道办理
值机与安检手续。此外，用户在微信

“城市服务—交通出行”中点击“临时
乘机证明”选项，也可进入“民航临时
乘机证明”小程序开具临时证明。济
南机场提醒广大旅客，电子临时乘机
证明仅可作为济南机场值机及安
检的身份凭证，且只适用于使用
身份证购票的旅客。

历下区图书馆举办线上
中秋主题诗词诵读比赛

发布

六里山“早”字当头
保障中秋假期街面秩序

中秋佳节期间，六里山街
道城管委发现占道经营现象
有所回潮。为了确保辖区的企
事业单位和居民能够过一个
安静、祥和、顺心的中秋节，六
里山街道城管委提前部署，结
合辖区的实际情况提早入手
积极开展道路巡查，确保中秋
假期期间辖区内街面秩序良
好，环境面貌优异。

目前，街道城管委制定了
工作应急预案和假期值班制
度，每天有领导带班，确保中
秋节期间各项工作不停、为民
服务不停，及时解决并处理企
事业单位和居民的各项问题。
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巡查，
特别是对重点区域安排人员
进行盯守，防止店外经营和占
道经营现象的出现，确保中秋
节期间街面秩序井然、管理到
位。 记者 王国青 通讯
员 李鹏麟

佳节良辰寄相思，最是中秋情意
浓。不论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还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很多古代文人都曾用诗词
记录过乡恋与相思。即日起至2019年
9月30日，历下区图书馆特举办“书香
历下”线上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诵经典、寄相思”中秋主题诗词诵读
比赛,让参与者从诗词中体会中秋节
的意蕴，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

久历史，通过诵读经典传递浓浓的佳
节情怀。参赛者将自己诵读的小视频
上传至线上活动平台参与评比，系统
将根据作品点赞数自动生成网络人
气排行榜。专家评审将结合网络排行
榜综合推选出各奖项，并由主办方颁
发奖品。

敬请关注“历下区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通讯员 赵璨

涉案1139万！
滨州中级法院原院长吴声受贿案开庭
□生活日报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9月12日讯 12日，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通报，12日山东
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院长吴声受贿一案。菏泽市人民
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
吴声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4
年4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吴声利
用担任原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技术室主任、司法技术处处长、聊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主任、党
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原莱
芜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诉讼、协调
贷款、就业安排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1139万余元，依法应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吴声及其辩护人进行
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吴声进行了
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许澎涛，检察员宋林，代理
检察员齐硕出庭支持公诉。省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组织部分市地职务犯罪
检察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观摩学
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共计5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两节将至，为从严落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严 防

“四风”问题回潮，泺口街道
纪 工 委 、监 察室紧 盯 重 要

“节点”，扎实做好党风廉政
建设，确保风清气正，廉洁
过节。街道纪工委狠抓纪律
和规矩，充分利用微信群等
平台发送廉洁信息，时刻提
醒党员干部紧绷“廉洁弦”、

“自律弦”，同时把正风肃纪
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通过
多种方式发信号、打招呼、
提要求，推动作风建设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下一步，街道纪工委将加
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的
监管，畅通信、访、网、电“四位
一体”举报渠道，通过明察暗
访等手段加大监督执纪力度，
确保全体党员干部既过好“节
关”，也过好“廉关”。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孔雪 滕跃

9月1 0日，山东海洋集
团同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等
合作方在济南注册成立中
铁建投山东小清河开发有
限公司。作为小清河复航工
程项目投资运营主体，公司
注册资本35亿元，经营范围
涉及小清河项目、海河联运
工程项目的开发及投资建
设，内河航道、船闸等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养护
以及水路运输等。

记者 王健

小清河复航工程
项目公司注册成立

8月1日-31日，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共办理为民服务事
项131 . 34万件，其中受理群众
来电、市长信箱邮件和短信、
微博、微信、APP 72 . 79万件，
较上月下降1 . 85%；外拨回访
电话53 . 69万通，拨打民调电
话4 . 86万通。受理的市民诉求
中，直办55 . 62万件，占受理总
量的76 . 41%；考核转办17 . 17
万件，占23 .59%；办结65 .72万
件，办结率9 0 . 3%。咨询类
47 . 6 4万件，占受理总量的
65 . 45%；求助类23 . 09万件，占
31 . 73%；投诉类1 . 38万件，占
1 . 8 9%；建议类6780件，占
0 . 93%。受理省级热线问题
10 .02万件。 记者 袁野

8月份12345办理为民
服务事项131 . 34万件

为确保党员干部清廉过
好中秋节，北村街道纪工委建
立廉政提醒长效机制，及时向
党员干部发信号、打招呼、提
要求，进一步重申纪律规定，
准确研判“四风”薄弱环节，不
间断开展作风建设监督检查，
督促党员干部时刻紧绷纪律
弦，守好廉政关，筑牢防腐线，
自觉抵制各类不正之风。

同时，街道纪工委将在中
秋节期间采取专项检查、明察暗
访等多种方式开展督查，紧盯节
日期间不正之风，严防公车私
用、公款吃喝等违规违纪现象发
生。要求全体干部要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严守节日廉洁纪
律，以实际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
节日氛围和发展环境。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杨光

北村街道建立廉政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新风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为
纠正“四风”，推动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深入落实，营造风清气
正的节日氛围，市中区纪委区
监委第五纪检监察组紧盯各单
位公务接待和差旅、公务用车
等关键环节，于9月10日组织对
十家监督单位有关负责人开展
集中约谈提醒。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认识，对照要求开展“自
检”，做到令行禁止；要严格
执行节日期间各项纪律规定，
严防“节日病”，重点做到七
个严禁；各单位党组要落实主
体责任，切实认真查找风险
点，抓好公务用车、公务接
待、财经纪律落实，对于发现
问题苗头，及时组织调查处
理，坚决杜绝违规违纪问题发
生。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袁帅

市中区纪委对监督单位
开展集中廉政约谈提醒

站南小学鼓子秧歌队亮相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12日，济南市住房和城县
建设局发布《关于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督办问题的通报》，济
南市钢城区钢都宾馆改建工
程、山东健康药业有限公司院
内无名工地两个项目因扬尘
等问题被通报批，信用评价体
系扣分惩戒。

记者 李震

济南两项目因扬尘等
问题被通报批评

为给辖区居民营造整洁、
舒适的节日氛围，十六里河环
卫所多措并举确保中秋节前
环境秩序。以走访商户等方
式，大力度宣传报道创城复审
整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支持的良好氛
围，采取“定时+不定时”相结
合的巡查方式，对辖区市容环
境卫生进行巡查，巡查中发现
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确保辖
区环境卫生无盲区、无死角。

记者 王国青 通讯员
许婷婷

十六里河多措并举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近日，商河县韩庙镇站南
小学鼓子秧歌队代表山东亮相
在郑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
目。棒舞刚劲勇猛，花舞英姿飒
爽，展现出一幅幅粗犷豪放、潇
洒飘逸、壮观雄伟、气吞山河的
绚丽画卷，将山东汉子铁骨铮
铮、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显露
无遗，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记者 杨镇羽 通讯员 胡晓东

白马山雨中拆违
3000余平方米

12日上午，市中区城市管
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白马山
执法中队配合白马山街道办事
处对南红庙村两处违建进行助
拆，拆除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
市中区城管局白马山中队罗云
波队长表示：“我们要持续保持
拆违拆临工作的高压态势，积
极配合街道办事处做好拆违拆
临工作。”记者 李震 通讯员
祁丽萍

忘带身份证照样也能坐飞机啦
济南机场启用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系统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9月12日讯 9月12日，
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顺利通过项目工
程验收，取得试运行安全证书，首批
车辆交付运营公司，这标志着3号线
已具备试运行条件。

项目工程验收是轨道交通工程
试运行前最重要的一次大考，9月12
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组织召开济南
轨道交通3号线项目工程验收会议。
本次验收成立总体组、土建组、设备
组、综合联调组和内业资料组等5个
验收组，抽取龙奥站、礼耕路站、济南
东站、齐川主变、济南东车辆段进行
现场检查并进行区间行车检查，通过
现场查勘、资料核查、问询交流等环
节对3号线建设及综合联调情况进行
全面验收。济南市质安中心进行了全
程监督，验收顺利通过。

当天，在济南轨道交通3号线试

运行安全证书交付仪式现场，3号线
信号系统集成商卡斯柯将试运行安
全证书交付给轨道交通集团。这标志
着3号线后续工作将逐步由建设期转
向运营期，标志着3号线距离正式通
车运营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天，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物资
管理部、运营公司与车辆供应方共
同签订三权移交备忘录，完成首批
(8列)车交接。首批8列车交付运营
公司，可满足3号线初期试运行要
求。目前3号线“小蓝”到济共计11
列车，预计11月底3号线“小蓝”家
族18列车全部到齐。

据悉，3号线是城区东部贯通
南北向的一条市域快线，连接济南
东站、遥墙机场等对外枢纽，一期
工程南起龙洞庄站，北至滩头站，
线路长21 . 6公里，设车站13座，平
均间距约1 . 8公里。通车后，济南东
站将实现地铁、高铁“零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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