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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泰山区建设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

多多少少孩孩子子该该入入学学轻轻点点鼠鼠标标就就查查清清
本报泰安6月29日讯(记者 侯

峰 通讯员 付刚 薛其利) 29

日，记者从泰山区获悉，该区开发
建设了泰山区社会治理综合信息
平台，该系统包括治安管理、社会
舆情、应急处置、民生服务等模块，
使社会管理更加智能和高效。

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重点
对“人、地、事、物、情、组织”六大要
素信息进行管理，搭建起区、街道
(镇)、社区(村)、管理网格四级联通
的社会治理工作平台。目前，已将7

个街道镇、197个社区村和1400余个
管理网格全部进行空间化处理。

据介绍，当工作人员选择某一
街道后，就可以显示出该街道基本
情况；选择社区网格，即可查询该
网格内的人口和房屋统计信息；选
择网格某一楼房，看到该楼居住情
况。比如查询全区“张”姓人员，点

击搜索，可以看到全区张姓人员的
信息，选择其中一人，能看到其个
人详细信息情况，所在街道、社区、
网格，所住楼房号，及其同住人等
信息。

据了解，依据管理数据，各部
门可根据自身业务需要进行查询
应用。比如公安机关对案件嫌疑人
进行摸排时，可任意选择摸排区域
重点人员及其详细信息。教育部门
可查询某一学区内适龄入学儿童
分布情况，设置查询条件，可查询
该区域入学适龄儿童，增强了制定
招生计划的针对性。

此外，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
还拥有基础信息模块，主要为社会
治理提供社会人文信息和自然地理
信息。比如工作人员点开水库一项
后，系统会出现辖区水库的库容、坝
型、坝长等信息。工作人员介绍，一

旦发生水坝被冲垮等紧急情况，通
过平台，可以迅速搜索到救援队、救
援物资存放的地点、联系人等信息，
从而迅速联系他们前去救援。

目前，泰山区共为100位网格
管理员配备“社管E通”手机，搭建
区、街道(镇)、社区(村)、管理网格四
级联通的社会治理工作平台。据介
绍，“社管E通”是泰山区社会治理
综合信息平台中的一项特色功能
模块。这个平台还包括基础信息、
两实管理、视频监控、治安管理、社
会舆情、应急处置、民生服务等功
能模块，运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
算和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管理。尤其是平台加载的智能终
端，依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框架，
有效整合政法、综治、公安、司法、
应急等综治成员部门信息，实现资
源共享、联通联动。

本报泰安6月29日讯
(记者 侯峰 通讯员
葛安鹏 ) 东平一男子张
某某欠别人20多万元，被
告到法庭索债，张某某向
法院表示无钱还债。一个
月后，张某某为要钱，把欠
自己30多万的公司告上法
院，得钱后本想用他人账
户转移财产，结果被法院
冻结，20多万还给债主。

3月上旬，东平法院受
理某银行申请执行张某某
的三件金融借款合同案，
张某某合计欠款 2 0余万
元。张某某无可供执行财
产、无银行存款。办案法官
在东平法院信息共享平台
查询时，偶然发现张某某
于两日前刚刚起诉一家公
司，要求支付欠款39万元。

6月4日，被诉公司一
次性支付张某某33 . 97万

元，由张某某申请法院解
除对该公司账户冻结，该
公司同时将该款转账汇
至张某某提供农行账户，
解冻与支付该款同步在
农行营业厅进行。而该账
户并未在双方的协议上
记载。

法官与被诉公司财务
人员共同来到银行营业
厅，解除对被诉公司账户
冻 结 ，被 诉 公 司 准 备 将
33 . 97万元转账支付。在办
理转账支付手续过程中，
法官及银行工作人员以最
快速度查出张某某指定账
户开户行，立即冻结其账
户上的20 . 97万元存款。

事后张某某法官称，
账户其实是用的别人的，
张某某在自动取款机取款
时，才得知法官几分钟前
把他指定的账户冻结了。

本报泰安6月29日讯(记者 侯
峰) 28日，泰安市商务局主办的“好
吃泰安—家常菜”烹饪大赛在虹桥宾
馆举行，参赛菜点要求以鲁菜风味为
主，获选10道“好吃泰安十大特色家
常菜”将参加全省复赛。

据了解，本次烹饪大赛报名人
数208人，参与烹饪企业151家，无论
是报名人数和还是赛事规模都是
历届之最。

在现场，各位大师们亮起拿手

好菜，素斋丸子、泰山水晶蹄等一
道道名菜被展现在评委和观众眼
前。“我过来主要是参观和学习的，
大师们的手艺确实不一般，光从色
泽上看就很出彩，今天我拿相机拍
下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岱庙一
家餐馆的厨师李先生说。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参赛菜点要
求以鲁菜风味为主，突出家乡特点和
家常味道，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地方传统风味特色，能向大众普

及推广。食材选用绿色、环保、健康，
以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为主，禁
止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等高档原
料。菜点加工工艺相对简单，便于掌
握，方便居家烹调学习。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评委投票
最终评选出10道“好吃泰安十大特
色家常菜”并现场颁奖，7月上旬，
获选的前10道菜点参加全省复赛。
通过全省决赛评选出“美食山东十
大特色家常菜点”。

特特色色家家常常菜菜大大比比拼拼
看看哪哪些些能能代代表表咱咱泰泰安安

男子欠债20多万不还
法院“冻结”账户还债

6月27日，大陡山村旅游观光车启用仪式在岱岳区
大陡山村举行。4辆电动车，多辆二人、三人、四人自行车
作为观光车投入使用，今后游客可以租赁观光车进行游
览。 本报记者 薛瑞 通讯员 王瑜 摄

乡村游配上观光车

本报泰安6月29日讯(记者 陈
新) 26日本报报道了新泰9岁男孩
李泽阳家庭困难，父亲早逝，母亲
患癫痫，姥姥养羊维持一家人生
计。李泽阳自己聪明好学，能照顾
家人，他的情况感动了不少市民。
28日，泰安市体彩中心拿出2万元
钱，对包括李泽阳在内的20个贫困
儿童进行救助。

“了解李泽阳情况后，我们决定
给他捐款，并联系新泰市政府部门，
将受助名单扩展到20个。”泰安体彩
工作人员介绍，这20个孩子是由新泰
网友和民政部门共同筛选出来的，
他们来自新泰市各乡镇、办事处，家
庭都非常贫困，其中有多个孤儿。

28日上午，捐助仪式在新泰市
体育馆举行，泰安市体彩中心拿出
2万元助学金，给20个孩子每人1000

元，捐助仪式上，工作人员将现金
交到孩子们手中。当天李泽阳和姥
姥一起来到现场，拿到救助金，李

泽阳的姥姥一个劲儿表示感谢。
“这些钱要攒起来，留着李泽阳以
后上大学用。”

泰安市体彩中心主任闫娟介
绍，泰安体彩中心每年都要举行多

次捐助活动，通过捐助将彩民的爱
心传递给社会弱势群体，用实际行
动践行“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公
益理念。她还表示，体彩将持续不断
地关注新泰20名贫困儿童的成长。

新新泰泰2200名名贫贫困困学学生生
各各领领到到千千元元助助学学金金

李泽阳收到体彩送来的救助款。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烹 饪 大 赛
吸 引 大 批 参 观
者。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本报泰安6月29日讯
(记者 陈新) 新泰男孩
乔富海5岁患上怪病，先是
上台阶迈不开腿，如今下
肢瘫痪。他家庭困难，治病
花了不少钱。27日，新泰市
民政局给他家送去3000元
救助金和一辆轮椅。

27日，记者来到新泰
市楼德镇14岁男孩乔富海
的家。乔富海正坐在沙发
上看书，从表面上看他和
常人无异。但他下肢不能
动弹，更无法站起来走路。

“小时候健健康康的
孩子，从五岁开始，老用脚
尖走路，上台阶迈不开腿，
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2年
前，彻底不能走路了。”乔
福海母亲说。

“从五岁开始给他看
病，到处都确诊不了，最后
在北京协和医院，大夫说
是肌肉营养不良症。”父亲
乔洪田说，这是一种罕见
的遗传病，治愈希望很渺
茫。“家里靠种几亩地维持
生活，还有一个女儿在济
宁上大学。”乔洪田说。

自从儿子不能走路，衣
食起居全靠母亲料理，每天
要抱他起床，抱到沙发上坐
着，抱他上厕所，晚上再把
他抱上床睡觉。虽然健康每
况愈下，乔福海没有放弃希
望，他很爱看书，每天看书
打发时间。母亲说儿子平时

啥都不要求，就是喜欢家人
给他买书看。“我希望多看
书增长见识，就算站不起来
了，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废
人。”乔富海说。

乡镇民政办给乔洪田
一家办理了低保，每月享
受330元低保金，在对低保
户资格审查过程中，新泰
市民政局纪委书记李振东
将情况向上级进行汇报，
民政局决定启用专项资金
对他家进行救助。“民政局
有一个专门针对大病困难
儿童的救助金，他家的情
况十分符合。”李振东说。

27日，新泰市民政局、
新泰市慈善总会、楼德镇
民政办工作人员来到乔福
海家，将3000元救助款送
到乔富海手中，还从残联
申请一辆轮椅，免费提供
给男孩使用。“有了这个轮
椅，孩子的母亲就可以省
点劲儿。”李振东说。

患上肌肉营养不良症
男孩已两年不能走路

乔富海在轮椅上看
书。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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