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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房下周一开始选房
有房可选放弃选的，停止实物配租资格一年

六七万保安人员

仅有一半登记
济南将整顿清理无证的

保安服务企业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张亚
楠) 19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
保安管理支队获悉，济南公安将开
展全市保安技防服务市场清理整
治专项行动，没有取得保安服务许
可证从事保安服务的企业将面临
清理。

行动时间从6月中旬持续到10
月底，重点是掌握保安技防服务市
场底数、整治保安技防服务市场秩
序，查处保安技防服务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规
范，对没有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开
展报警运营服务的企业依法清理。

专项行动结束后，全市开设报
警运营服务的企业，自行负责内部报
警运营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以及从事
人工值守和现场处置工作的人员将
全部纳入公安机关的监管范围。

济南市公安局保安管理支队
副支队长王振昌告诉记者，初步摸
底结果显示，目前济南市内从事保
安工作的人员有六七万，其中登记
备案的有三四万人。

格追踪报道

新增隔离设施

多是花坛式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赵伟)

本报今天报道慢行车道隔离桩
常被骑车人撞上一事后，济南交
警支队回复称，隔离桩设置的初
衷是保护交通参与者的路权。在
园林和市政部门配合下，新增的
慢行交通隔离设施多为花坛式的
物理隔离，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据介绍，前期在部分道路上
安装隔离墩时，是在两侧树木未
长叶的情况下进行的。入夏后树
荫繁盛，夜间遮挡了路灯光线，骑
车者容易出事故。就市民反映设
置隔离桩后发生交通事故一事，
交警部门曾做过调研，部分涉事
车辆为电动车和电动三轮车。原
因是慢行交通的设计时速最高为
15公里，而出事电动车往往都超
过这一速度。

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些点位，
交警及时进行了整改。另外在园
林和市政部门的配合下，济南市新
增的慢行交通隔离设施多为花坛式
的物理隔离，这样的设施既美观又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济南交警同时提醒市民要保
护慢行交通路权。慢行交通参与
者在交通行为中属于相对弱者，
需要更多的保护。交警也表示今
后在交通管理方面依然会通过规范
和完善交通设施，来倡导广大交通
参与者采取绿色出行、低碳出行方
式，同时在交通设置和管理上继续
给慢行交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和平路改造已下拆迁通知？假的
方案修改十多稿尚未最终确定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王光
营) 和平路改造用地规划公示
后，如何拓宽引起市民关注。记
者19日获悉，用地规划公示摆到
和平路东头，市民还可提出意
见。对于坊间流传的“已下达拆
迁通知”的说法，相关部门予以
否认。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和平
路改造施工方案已修改了十多
遍，但如何改造尚未最终确定。

“听说和平路改造要拓宽，
占用学校的操场和厕所，影响孩
子们学习。”19日，市民修女士表
示，和平路改造用地规划方案已

经摆上了街头，市民目前还可以
提出意见。

修女士表示，根据目前的用
地规划，和平路两侧部分建筑要
进行拆迁，济南市甸柳一小就包
括在内。由于学校的操场和厕所
紧挨和平路，万一拆迁肯定影响
孩子们学习。

市民刘女士认为，和平路两
旁有不少棚盖的建筑，有的还占
用了道路路面。如果趁改造进行
拆迁，除了交通顺畅，还能美化
周边环境。

“和平路如果进行改造，部

分拆迁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济
南市甸柳一小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知道了和平路改造的事情，
但未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和平
路多家商家表示，目前尚未接到
通知。

济南市规划局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公示的是和平路的用地
红线，具体拆迁范围还要由历下
区政府和历下区建委划定。目前
尚未确定拆迁范围，也不可能正
式下达拆迁通知。

“我们正在埋设施工管线，
主要是为了未来施工。”记者在

和平路葛家庄段看到，施工人员
正在人行道上开挖地槽，铺设施
工所用电缆。一旁的公示显示，
从山大路往东至二环东路共分
为三个部分，由两个项目部负责
施工，但何时施工尚未确定。

和平路改造项目指挥部工
作人员表示，和平路改造用地规
划公示后，将由历下区进行拆
迁，之后才能进行施工改造。目
前，和平路改造施工方案正在制
定，由于牵涉到多个方面的问
题，施工方案已经修改了十多
稿，但尚未最终确定。

书架上终于

有了课外书
出租司机为来佛寺小学

捐献800册爱心图书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穆静)

济南济阳县太平镇来佛寺小学
远离市区，由于交通不便、图书室
内没有课外书，211个孩子看课外
书成了奢望。为了满足孩子们读书
的需求，19日，本报齐鲁志愿者山
东润华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
出租车司机来到来佛寺小学，为孩
子们带去了800余册课外书。

19日上午9点半，山东润华汽
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9名驾驶员
到达来佛寺小学，学校内211个孩
子欢呼雀跃。

在学校十来平米的图书室内，
记者看到，几个书架靠墙立着，上
面摆了一些高年级的做过笔记的
课本、作业本，供同学们借阅。图书
室内除了这些旧课本和作业本外，
没有课外书。

“有了这么多课外书，孩子们
以后课余生活丰富多了。”来佛寺
小学校长王平告诉记者，去年校舍
重建时学校增加了图书室，每个学
生平均不到5本图书，但由于图书
多是课本且较旧，孩子们在图书室
几乎得不到课外书看。

“以后我们每年都会为图书室
增加一部分新书。”据山东润华汽
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炜
介绍，接下来驾驶员还会继续为来
佛寺小学捐赠图书，保证孩子们每
年都读到新的课外书。此外，驾驶
员还将在学校选出8名贫困学生，
与他们结成对子，定期看望并予以
资助。

17日，济南公交35路车驾驶员将10把“爱心伞”装入车厢，今年的“爱心伞”服务活动正式启动。5

年时间，车队共投入了200多把“爱心伞”，但几乎全部有去无回，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孟燕 摄影报道

执法过程将全程记录
市中城管配备数码记录仪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赵
伟 通讯员 孟亮 ) 城管执
法人员执法过程将被全程记录。
近日，市中区城管执法局为城管
执法一线执法人员，配备了40部
现场执法数码记录仪，将做到执
法全程录(照)像，进行取证。

19日下午，市中区城管执
法局女子中队执法人员王艳浓
和其他队员像往常一样在负责
的辖区进行巡查，当巡查到玉
函路时，发现有一处占道经营
的，王艳浓和其他队员一起进
行劝阻，而这一切执法过程，全

部被她左肩上配备的一个小仪
器记录了下来。

“这个小仪器叫现场执法
数码记录仪，俗称‘数码鹰’，是
市中区城管执法局配备给执法
人员的。”市中区城管执法局负
责人称，这是济南市城管执法
系统首家配备该执法装备，首
批装备40部，现在都已经下发
到各中队执法人员手中。

据了解，该设备具有录音、
摄像、照相三项功能，城管执法
人员可以将记录仪配备在肩膀
上，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影音

记录。
“市中区作为济南市的中

心城区，辖区内重点道路、重点
场所、党政军机关众多，城管执
法任务相当繁重。”该负责人
称，使用这个设备后，增加了执
法取证的全面性和客观公正
性，确保执法的合法性与有效
性，也对执法人员的日常执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和提
升文明执法工作水平。“这是市
中区城管执法局强化执法监
督、推进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
的一个举措。”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喻雯)
18日，济南市2013年度廉租房

摇号结束。19日，济南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发布公告，两室户
选房时间为6月24日—26日，共3
天；一室户选房时间为7月2日-7
月6日，共5天。

公告显示，此次选房地点为
位于天桥区生产路东街1号的天
和新居一楼公建，选房每日上午9
点开始，每天选出240套。按照济
南市房管局发布的2013年度廉租
住房实物配租选房规则，选房家
庭应根据选房通知书确定的时
间、地点及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
参加选房。

每个选房家庭限选一套实物

配租住房。其中，家庭保障人口2
人(含)以下的限选一室户型，家
庭保障人口在3人(含)以上或2人
家庭中有满16周岁异性子女的可
选两室户型，也可申请选择一室
户型。

选房顺序按摇号确定的顺序
号分别进行，两室户先选房，一室
户后选房。分在两室户的选房家
庭若选一室户的住房，应在选房
前或选房时提出书面申请，然后
按已摇号确定的顺序号同一室户
一起排序选房。

选房家庭数量根据房源数量
按一室户和二室户分别确定。

选房时工作人员按摇号排序
确定的顺序号依次唱号，唱号三

次未到场的自动排到当天选房的
末位，末位仍未到场的视为放弃。
每个选房家庭限两人进入选房现
场。每位选房人选房时间最长不
超过五分钟，时间以现场定时器
确定的时间为准。

选房后，当场签订《选房结果
确认书》，所选房号不再更改。

据了解，选房家庭在有房源
可选的情况下放弃选房的，将停
止该家庭实物配租申请资格一
年。在此期间，可以向户籍所在区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租金补贴
申请。凡已领取2013年度租金补
贴的实物配租家庭，应在办理入
住手续时，将次月之后的租金补
贴退回。

今年廉租房选房，需要携带
什么资料？

选房家庭需持以下材料参加
选房：本人身份证、《济南市低收
入家庭廉租住房实物配租选房通
知书》、《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资格
证》。

若选房人因身体等特殊原因
不能按时到场参加选房，选房人
应在选房前到申报所在区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办理书面委托手续。

书面委托书一式二份，其中一份
连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交区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受托人参加
选房时除提供选房所需的有关证
明外，还应出示委托书及本人身
份证原件。

房管部门提醒，选房家庭应
在选房前一天下午到天和新居一
楼公建查看房源展板。请一定要
多备选几套房源，确保在规定的
时间内选择到自己心仪的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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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房前最好先看看房源展板
本报记者 喻雯

“爱心伞”有去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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