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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重点

本报泰安 1 月 3 日讯(记者 熊正
君) “我爱泰安，她深深地吸引我，老
人和蔼可亲、年轻人礼貌有修养，这里
山美，人更美。”在银座商城花园店从事
发型设计工作的易泽波说。

易泽波是今年 7 月份来泰城的，在
此之前的 10 多年一直在北京生活，每
天都是在给客人洗头、设计发型，在接
触形形色色的客人中度过。“发型师干
的是服务，顾客满意才是我们最想要
的。有时在服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
种问题，有的客户就会大发脾气，让经
理出来，投诉我们。但是在泰安我从没
遇见过这种客人，有时即使在时间上耽
误了，他们也都挺宽容的，很有修养。”
易泽波说。易泽波称，泰安人的宽容、耿
直、和蔼可亲让他很喜欢，觉得和泰安
人相处特别轻松自在，不必有戒心。

易泽波告诉记者，他是四川宜宾

人，十几岁时就离家去异地打工。“因为
离开家时年龄很小，所以很怀念亲人。
而在北京的 10 多年里，接触各种类型
的客人都让我有种距离感。而在泰安，
我找到了那种只有在家乡才有的亲切
感，这种亲切感让我很舒服。”易泽波
说。虽然来到泰安 5 个多月，但易泽波
已经打算在泰城长住下去，扎根发芽。

爱泰安，你有什么理由？本报推出
“爱泰安的一千个理由”征集活动。无论
你是居住了多年的老泰安人，或是匆匆
而过的游客，还是客居在此的外乡人，
不妨大声说出你爱泰安的理由。三五个
字 不 少 ，三 五 十 字 也 不 多 。热 线 ：
6982110；邮箱：taqlwb@163 .com；手机短
信：18653881019。

本报泰安 1 月 3 日讯(记者
路冉冉 通讯员 付刚) 春

节即将来临，为加强烟花爆竹安
全监管工作，泰山区全力排查整
治各类烟花爆竹安全隐患，严厉
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
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烟
花爆竹安全。

泰山区在全方位、全覆盖地
对辖区进行联合排查收缴的基

础上，对所有乡镇、村庄及城乡
结合部，特别是农村和乡镇闲置
房、出租房、养殖场、菜园屋、废
弃砖瓦窑场等地点，利用摩尔探
测仪等科技手段，进行拉网式排
查，确保不留死角。该区明确规
定，安监、公安、工商、供销等有
关部门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检查
工作机制，对各类涉及烟花爆竹
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
输、储存等违法行为，大胆管理，
认真管理，做到思想到位、人员
到位、措施到位。同时，这个区还
把安全、文明燃放烟花爆竹作为
平安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广泛宣传烟
花爆竹管理法规，广泛宣传烟花
爆竹安全燃放规定，特别是禁止
燃放的区域、时间和烟花爆竹品

种等，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未成
年人提高自觉守法意识、自我保
护意识，防止燃放不当引发人身
伤亡事故。

此外，泰山区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建立信息员制度，发动群
众主动上报各类信息。对已发生
的事件、事故，必须在规定时限
内报告。凡发现不按规定报告，
发生迟报、漏报、瞒报等情况的，

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在禁止燃放
时间、地点或以危害公共安全和
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
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对无证经营、跨区域、走街串巷、
赶集销售、非法渠道进货、销售
不合格或国家明令禁止产品的，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当场予以没收并处罚款。

“我找到了只有家乡
才有的亲切感”
发型师决定在泰安长住

消除爆竹隐患用上探测仪器
乡镇闲置房、废弃砖瓦窑场等地点一个也不漏

元旦爆棚
元旦三天小长假，三源家电的卖场内到处是抢购的人群，收款台

前更是排起了长龙。
三源家电负责人介绍，三源家电联合各厂家准备了充足货源，优

惠让利给市民，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本报通讯员 徐静君 摄

爱泰安的理由：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开考
泰安人事考试增加新项目

本报泰安 1 月 3 日讯(见习记者 王鹏)
3 日，记者从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根据山东省人事考试中心《关于
2011 年度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泰安人事考试增加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2011 年首次开考，考
试定于 4 月 16 日、17 日举行。

记者了解到，新增加的注册测绘师考
试是继 2008 年社会工作者、2009 年招标
师、2010 年二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师、物
业管理师之后，泰安市人事考试增加的又
一新项目。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设《测绘综
合能力》、《测绘管理与法律法规》、《测绘案
例分析》3 个科目，成绩实行非滚动管理，
参加全部科目考试或免试《测绘综合能力》

科目的人员，都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
过应试科目，方可获得注册测绘师资格证
书。

据了解，报考条件包括取得测绘类专业
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6 年；
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测绘业
务工作满 4 年；取得含测绘类专业在内的双
学士学位或者测绘类专业研究生班毕业，从
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3 年等。

2011 年度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将在全
省首次开考，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现场
审核、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时间
为 201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1 年 1 月 12 日。
2011 年注册测绘师考试定于 4 月 16 日、17
日举行。

69 . 生在泰安，长在泰安，大学毕业
又回到了泰安。因为家在这里，爱泰安
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135****1983)

70 . 泰安是我的第二故乡，喜欢泰
安这个吉祥的名字，喻意着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泰城市民顾筱露)

71 .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我感
到：泰安的天真蓝，泰安的山真美，泰安
的人真好，泰安的水真甜，泰安的豆腐
真神，泰安的白菜真好吃…… (网友

“zhqin”)
72 . 我喜欢泰城的文化底蕴。(152**

**6607)
73 . 泰城有我的一切，有我的人生轨

迹，不管是酸甜苦辣，都是我一生最宝贵
的，所以我很爱我的泰安。(网友“豆豆”)

74 . 泰安人让我感到很温馨，有一种
亲切的家人感觉。(山东农业大学学生)

75 . 我出生在泰安，在这儿生活了
33 年，看着泰城的变化之大，心里感慨
万分。我爱泰山，我喜欢我的家乡！(泰城
市民刘丽娟)

76 . 爱泰安，因为她有五美：山美、
茶美、水美、白菜美、豆腐美。(159****
9986)

77 . 我喜欢泰城，因为她是一座历
史名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鲜有灾
难，太太平平。(网友“小江”)

78 . 我喜欢泰安，因为泰安的楼不
是太高，一年四季，阳光灿烂。(135****
0791)

79 . 在泰安生活的一年时间里，多
少的无奈和不开心，全都被泰山带走
了。而且好像有种反作用力，反而更加
增强自信心，让我豁然开朗，看得更远。
只感觉生活在泰山脚下最最幸福。(网友

“预约·幸福”)
80 . 泰安，心中的“城”。小时候，来

趟城要走十二里地，到镇上坐每天两班
的公交车。遇到熟人问去哪，都会自豪
地说：“去泰城”。上学、工作、买房、结婚
生子，就生活在了这座城里。她伴我度
过了很多难忘的美好时光，吃着她的三
美：白菜、豆腐、水，过着舒心安逸的生
活，没有理由不爱她。(151****3864)

81 . 泰山的怀抱温暖祥和，泰山的
山水甘甜沁心，泰安的人民淳朴勤劳，
泰城的景观流连忘返。我最爱我的故
乡——— 泰安！(138****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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