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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大观园

济南热力新客服中心启用

东东城城市市民民交交供供暖暖费费方方便便了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

将纳入政府考核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雅
菲） 20日，济南市农业局局长李季
孝到12345接听了市民来电，记者从
活动中了解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工
作将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发展
观综合考核内容，保障市民“舌尖上
的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在是全社会
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20日，李季孝
介绍说，自今年开始，济南市根据农
业部要求，在商河县试点创建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将力争用4

年左右的时间，把全市6个农业县
（市）区都打造成为农产品质量监管
示范县，把济南建设成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放心城市。

李季孝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
上级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将
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发展观综
合考核内容。济南将按照考核要求，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用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把农业产前、产中、
产后全程监管起来，努力确保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地下管线情况不明

禁止施工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蒋龙
龙） 近日，济南发生多起施工破坏
地下管线的事故。为加强建筑施工
管理，济南建委于8月11日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防
止发生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的通知》，
要求做好地下管线保护工作，保障
城市地下管线安全运行。

在通知中，济南建委要求工程
项目各相关单位认真履行建筑施工
过程中对城市地下管线保护的责
任。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
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与
施工相关的城市地下管线资料。

涉及地下管线的施工，建设单
位应当事先通知地下管线产权单位
做好管线的现场监护工作。对施工
过程中可能造成城市地下管线损害
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专项保护措
施，避免盲目开工、冒险施工。

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
中，发现城市地下管线资料有未标
注或标注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当
立即停止施工，及时向建设单位报
告。待建设单位确认并补充相关资
料后，方可继续施工。

施工过程中出现损坏城市地下
管线情况时，工程项目施工单位要
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及时向
有关主管部门和地下管线产权单位
报告。地下管线产权单位或应急救
援队伍抢险维修时，工程项目的施
工、建设等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协助
做好抢险维修工作。

违规使用公车

平台自动预警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雅菲）
记者20日了解到，今年5月济南市公

安局启用了警务用车多警应用管理
平台，运行3个月来，公车费用同比降
低了52%，使用效率提高了18%。

公安局一共有多少辆公车？这
次真弄清楚了。为了研发这一平台，
济南市公安局组织车管所与各单位
双向核查比对车辆档案信息与行驶
情况，对全局近30年来全部车辆进
行逐一比对，确认车辆信息、完善台
账登计、实施分类处理，先后共核查
公车总计4388辆，清理外挂车牌92

套，收回外借车辆10部，封存陈旧车
辆486部，拟报废车辆624部，核准可
用公车3278辆。

这些公车的运行轨迹，通过警
务用车多警应用管理平台都可以跟
踪查看，通过对行车轨迹的动态掌
握，可以对用车单位和用车行为进
行监控，从而确定公车是否合规。

车辆停在哪里也可以通过平台
查询。据了解，通过物联网，车辆进
入集中停车场可自动记录时间，安
装北斗、GPS的车辆，将根据定位技
术自动判断核查，对不具备以上条
件的，使用人工操作方式记入系统。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蒋龙
龙） 20日，记者从济南市政公用
事业局济南热力有限公司获悉，
位于二环东路3418号（百花公园
东门对面）的济南热力新客户服
务中心现已正式启用，东城片区
居民今冬可到此处缴纳供暖费，
办理各种供热业务，享受一站式
供热服务。

据济南热力客服部主要负责
人介绍，原先朝山街客户服务大
厅功能单一，主要功能是缴费。用
户办理开户等供暖业务往往要东

奔西跑。为了提高服务效率，济南
热力公司在二环东路3418号（百
花公园东门对面）新建了客户服
务中心，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作为一站对外的窗口，我们
将赋予这里更多的职能，真正实
现所有业务一站式办结。”该负责
人介绍，相较以前，新客户服务中
心将新增供热手续变更、开户受
理和合同签订、工程费用收缴等
内容。

为了方便用户，新客服中心
有9个窗口同时对外，根据收费、

手续办理、工程业务三块不同职
能，方便用户在休息厅等待排号
办理业务。“客服大厅还将设置
自动缴费机、自动查询机各两
台，并提供20个停车位。”该负责
人说。

除了客服大厅，济南热力
公司还有正丰路、朝山街、浆水
泉、化纤厂路 4个服务站点，作
为辅助站点为周边用户提供缴
费业务办理服务。若有需要办
理的业务，市民可按需前往不
同站点。

同时针对供热行业季节性
强、供热初期热线打不通的情况，
济 南 热 力 对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88812319进一步扩容升级，客服热
线坐席数量将从2 0个提升至3 0

个。为实现供热服务一号对外，济
南热力各分公司的二级热线也将
逐步合并进来。考虑到市民拨打
习惯，济南热力将先进行转接，二
级热线号码将待下一采暖季正式
关停。济南热力还将通过网站、微
信、微博和短信服务平台为客户
发送各类供暖信息。

济南移动总经理

今到12345接热线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雅

菲） 21日10:00，济南移动公司总经
理李德明将带领有关人员到12345

热线接听市民来电，接受市民关于
移动通信网络、业务与服务等方面
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市民可拨打12345、发送短信
（106-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
市长信箱、通过新浪腾讯济南12345

官方微博微信参与。

公交班次，您做主！
本报讯 开学在即，一分公司三

队所属的3路、16路及75路途经许多中
小学，3路还是开往火车站的重要线
路。为方便学生及家长乘车，车队开
始修订下月行车作业计划，准备加大
运力（车辆）投入并适时开通区间车。
为此在几个方面征求乘客建议，哪个
站点乘车比较拥挤？您希望区间车的
起止点是哪几站？您和孩子一般几点
出门候车？在乘车安全方面还有什么
需求？等等。您可以拨打车队电话
88267895，找车队调度杨女士。另外84

路也同时征求乘客意见，电话：
88772871，找张女士。 (何磊）

1000万方黄河水

北上“解渴”济阳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蒋龙龙）

20日，记者从济南市水利局获悉，
为了缓解济阳县的旱情，8月16日，邢
家渡灌区临时泵站2台机组全部开
启，全力抗旱。此次邢家渡预计将引
1000万方黄河水北上，给济阳县解渴。

绿地万达周边

输水管道铺好了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皇

实习生 赵万林） 20日，记者从济
南市市政公用局了解到，绿地万达
周边工程大部分路面已完成中层路
面沥青铺设，但暂不具备全路放开
条件，此次工程中备受瞩目的泉
水 利 用 工 程 随 路 管 道 已 敷 设 完
成，后续泵站和配电工程需待泉
水节结束后进行。经过此次工程，
为了保泉于2001年关闭的普利门水
厂将会重启。

家门口，看大戏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李文平

通讯员 方自飞 李欣娜）“足
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一场戏曲演出
带来的视觉盛宴，的确让我们没有
想到。一个个戏曲节目不仅让我们
领略了不同剧种的风采，也丰富了
我们的文化生活。”家住陈庄社区的
居民纷纷发出这样的感慨。20日，在
阵阵锣鼓声中，二七街道文体协会
举办的“传承经典梨园荟萃”戏曲专
场演出开始了，辖区近百名戏曲爱
好者观看了演出。

20日，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荣获“中国楹联名园”称号揭牌仪式在趵突泉景区白雪楼戏台前隆重
举行。这不仅是中国楹联协会颁发的国内楹联文化建设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成为全国首家获此称号的园
林景区。据悉，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内现存楹联190副、匾额113块、碑刻192件，分布于牌坊、展室、碑廊及祠
堂等处，是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珍贵资源。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李师胜 实习生 王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乘坐豪华邮轮去
旅游，众多企盼已久的爱游人
士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火速加入中华泰山“齐鲁晚报
号”豪华邮轮韩国行的行列，在
这个“十一”带着家人，感受一
次温馨、浪漫而又充满惊喜的
旅行。豪华邮轮五天四夜吃住
游玩儿，五星级奢华享受，一票
全包，舱房数量有限，先报名，
先选择。

“满载亲情 驶向浪漫”，
“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为大家
制订了海陆结合的五天四夜舒
适旅程。10月3日上午10点开始
办理登船手续。上船后可自由
参观豪华邮轮的服务设施，下
午3点从烟台起航，开始您的豪
华邮轮之旅。

第二天到达仁川，大家可

以去韩国最大的城市首尔观
光、购物，结束后返回仁川，继
续行程。第三天豪华邮轮载着
大家到达久负盛名的韩国第一
大岛——— 济州岛。在这个享有

“蜜月之岛”、“浪漫之岛”美称
的海岛，相信会为您留下甜蜜
的回忆。

第四天邮轮全天航行于海
上，在公海巡游。所有游客尽享
五星级豪华邮轮的各项娱乐设
施，10月7日早上8点左右抵达烟
台码头，温馨浪漫的邮轮旅行
结束。

豪华的五星级邮轮提供免
费餐食、娱乐、健身、游泳、棋牌
等。为了丰富游客的行程，本报
还特意安排多种活动。在公海
上举办一次“集体婚礼”，给准
新人制造浪漫惊喜；单身派对，

给旅途中的独行者一个邂逅缘
分的机会；邮轮全家福，为三代
同堂的出游家庭留下难忘的纪
念……

“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承
载着满满的幸福与浪漫，一张
船票享受吃住玩乐全套五星级
超值服务。豪华邮轮可容纳近
千人，共400多间特色舒适的客
房，海景房、内舱房、迷你套房、
豪华露天阳台套房。如果您欲
携一家老小全体出行，邮轮内
共设87间三人舱和四人舱，再
合适不过了；如果您是同爱人
一起，不妨考虑标准二人间或
套房。在此，要提醒大家的是，
提前电话报名可优先选择舱
房。

选好舱房后，请在三日内
确认付款，若付款超时，您之前
预订的舱房将自动取消。付款
后，您需要填写两份资料。上述
手续办理完毕三个工作日内，
本报将为您发送船票、通知书、
签证办理细则，对于外地的游
客，本报将为您邮寄到。本报已
委托妇女国旅为已报名游客办
理签证，您只需准备登船，开启
自己的豪华邮轮韩国游。

豪华邮轮韩国行待启航

五五天天四四夜夜吃吃住住游游玩玩一一票票全全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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