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名师师义义务务辅辅导导龙龙山山中中学学开开讲讲
暑假期间每个镇街都有望迎来名师义务辅导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李修凯) 16日，记者

从章丘市人社局获悉，该局为977

名“4050”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发
放了二季度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
业社保补贴83 . 09万元，上半年共
计发放社保补贴158 . 94万元，有
效方便了群众，减轻了困难人群
社保缴费压力。

据了解，社保补贴的范围是具
有章丘市城镇户籍、在法定劳动年
龄内进行失业登记并经认定的6类
就业困难人员。根据济南市关于调
整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和进一步完
善就业援助政策的通知要求，自7

月1日起，章丘市就业困难人员灵
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调整为
每人每月418元，提高了63元。其中，
养老保险279元、医疗保险139元。

在提高补贴标准的同时，相关
部门对“城镇零就业家庭”的认定
标准作出了修改。原规定要求夫妻
双方一人享受退休待遇的，不能认
定为城镇零就业家庭，现修改为

“一个家庭中有一人已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其他家庭成员处于失
业状态，且办理了失业登记的，可
以认定为城镇零就业家庭”。

据悉，政策调整后，补贴标准
和认定范围做出了补充提高，将
更大力度、更宽范围地落实就业
再就业援助政策，促进困难人员
就业。

二季度发放社保

补贴83万余元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彦霖) 14日，章丘市

城乡低保复查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市民政局通过成立低保复查小组，
联合各镇(街道)、村相关负责人，对
所有低保对象进行入户核查。

据了解，章丘市民政局把“电
视问政”作为一面镜子，对其中的
农村低保问题迅速制定整改措
施，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
民服务”的核心理念，按照属地管
理、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分类施
保、动态管理和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严格审核审批程序，摸清
全市现有在册低保对象的实际情
况。通过100%的入户核查，坚持低
保对象动态管理，准确界定低保
类别，对不符合享受城乡低保的
对象进行全面清理清查，确保城
乡低保工作走向透明化、规范化、
制度化。

城乡低保复查

工作正式展开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支
倩倩 ) 针对当前社会上反响
强烈的有偿家教等教育热点问
题，章丘市教体局结合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
在前期“与名师面对面”名师义
务辅导活动的基础上，今年暑
假期间又启动了名师“走进乡
镇”义务辅导活动。

7月17日，24位名师走进龙
山中学，通过义务辅导的形式，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
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掌握更好的学习方法。据了解，
龙山中学是名师下乡义务辅导
的第一站，暑假期间，每一个镇
街都有望迎来名师义务辅导。

章丘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参加此次名师“走进乡
镇”义务辅导活动的老师都是
在章丘具有较高知名度，获得
过省市优秀教师、济南名师、教
学能手称号及省市优质课获一
等奖的教师，这些老师思想觉
悟高，专业能力强，具有比较丰
富的教育教学经验，立足岗位
尽职尽责，切实把“学高为师”
用到育人上，把“身正是范”用
到孩子身上，能够起到很好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

据了解，这次义务辅导对
象为章丘市初中在校学生，辅
导学科为初中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生物、思想品德、历史
和地理八个学科。活动完全按
照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由学
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择所
需要辅导的学科和内容，随到
随听，在不影响其他学生听课

和老师讲课的前提下，可以随
时出入教室，选择到另一学科
学习。本次辅导活动不收取学
生任何费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辅
导形式是学生提问、老师现场
答疑。学生以口头或书面形式
提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惑，可以是某一学科的知识问
题，也可以是学习方法问题等，
然后由老师对学生的问题现场

进行答疑。名师王绍亭表示，举
办这样的活动自己是发自肺腑
地支持，下乡辅导学生不仅能
丰富自己的阅历，还能体会这
种被需要的幸福感。来自龙山
中学的学生李敏告诉记者：“暑
假后，自己一直没碰过课本，所
学的知识差不多都忘记了。通
过名师辅导，自己又温习了原
来的知识，算是一场及时雨。”

章丘市教体局局长李忠新

介绍，此次活动是义务辅导，不
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也提醒各
位家长，请理性对待其他各类
辅导班，不要盲目攀比跟风。

为保证暑期学生的安全，章
丘市教体局提醒，在辅导期间，
希望家长们给予配合，抽出时间
按时接送学生。各辅导点将会为
家长安排休息的场所。另外，暑
假期间，各镇(街道)也将组织优
秀教师开展义务辅导活动。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邢振
宇 通讯员 马光哲 厉晓伟)

夏日旅游正当时。享有“小泉
城”美誉的章丘，坚持文旅融合，
充分发挥自然人文优势，精心烹
制了一桌暑期“旅游大餐”，让四
方宾朋在互动互享中领略“清照
故里”的别样风情。

酒好也怕巷子深。作为章
丘知名景区，朱家峪、百脉泉、
白云湖、七星台等景区在今年
暑期纷纷推出了系列形式新
颖、生动活泼的旅游主题活动。
7月初，改造提升后的古村朱家
峪举办了帐篷节、音乐晚会，吸
引了众多“驴友”参与，在纵情
山水中，感悟600年的文化魅
力。在这个暑期里，朱家峪将打

好古村文化、闯关东文化、知青
文化品牌，举办“走进清照故
里，探秘明清古村”夏令营等活
动。与趵突泉齐名的百脉泉，将
相继举办“百脉欢歌”、“清凉世
界，夏季泉水拍客摄影大赛”、

“泉水记忆”征文大赛、“泉水记
忆”诗歌(散文)朗诵大赛等亲
泉主题活动，全力做好泉水文
章。七星台是最美星空的观赏
地和拍摄地，在农历七月初七，
将举办七星七夕情人会，当天
到景区的情侣、夫妻，购全价票
入园的，免景区第一门票。国家
湿地公园白云湖更是好戏连
台，为期一个月的白云湖荷花
节，将举办藕花深处摄影大赛、
放荷灯、挖甲鱼蛋、湖中寻宝等

活动，并推出特色美食——— 荷
花盛宴。

传统景区给力，新景点也
不愿甘居人后。绣源河音乐喷
泉已成为夜游章丘的必选项，
暑期档，绣源河景区将在音乐
喷泉看台举办“爱在绣源河·青
春音乐节”，及“乐在绣源河·钓
出好生活”大型休闲垂钓、“千
人骑行·万人徒步”等活动。与
绣源河相隔不远的紫缘香草园
作为章丘旅游后起之秀，更是
在这个暑期一口气推出了近十
项活动，“我爱香草园亲子夏令
营”、“熏衣草之恋电视相亲
会”、“金婚夫妇相聚香草园”、

“帐篷、篝火、音乐、啤酒、烧烤
狂欢晚会”、“香草公主选拔赛”

等活动将持续上演。
好戏连台更有利好多多。

在暑期文化旅游季，章丘推出
了一系列优惠举措，百脉泉与
朱家峪联票价格降至70元，锦
屏山景区为游客提供500条免
费祈福带，七星台等景区还有
针对性地推出双人、家庭优惠
套餐，尤其是针对初中、高中应
届毕业生，众多景区推出了多
项优惠措施。改造提升后的龙
山博物馆更是免费参观。在暑
期文化旅游季，章丘市还将组
织开展民星才艺大赛、庄户剧
团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
展演进景区等活动，力求把暑
期文化旅游季办成章丘版的文
化旅游“满汉全席”。

到到锦锦屏屏山山景景区区免免费费领领祈祈福福带带
章丘多个景区推出暑期“旅游大餐”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853179959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
理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钟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各
种零活。 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

理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
电齐全。个人房产，非诚
勿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
油化工类项目，为了更
好的发展，寻求有经济
实力和战略眼光的合
作伙伴。
电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
程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门
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招 租
福安路318号，三层

楼房785m2；赭山工业园
钢结构厂房1702m2，水
电 齐 全 。电 话 ：
13705416427。

挂失
车乃新，丢失章丘

金万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收据一张，编
号1001594，押金1000，
原收据作废

17日，24位名师龙山中学义务辅导。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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