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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启动空气质量保障Ⅰ级应急减排措施

112200余余家家大大气气排排污污企企业业停停产产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张红光 李修凯） 7

日，记者从章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了解到，2014年，章丘市就业
方面的各项任务指标均居济南市前
列，通过积极开展职业介绍、推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进行就业援助等各
项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

截至目前，章丘市新增城镇就
业7920人，同比增长146%；新增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1642人，完成
全年任务的111 . 2%，其中，从事第一
产业3350人，第二产业770人，第三
产业7500余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3%以内，今年共提供就业空岗
13万余个，比去年增长173%。

今年以来，章丘人社部门将特
困家庭高校毕业生、“4050”困难人
员、城镇低保户、残疾人等重点群体
的就业放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各
项扶持政策。在全市范围开展了以

“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温暖”
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活动，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并建立长效援助机制，对就业援助
对象实现动态管理，并每月对援助
对象进行回访。

目前，已开发完成就业困难人
员公益性岗位113人，对10家安排公
益性岗位单位每年发放补贴达263

万元，为1056个就业困难人员发放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预计全年发放
补贴370万元，化解灵活就业人员参
保缴费负担。

据统计，今年人社部门共计举
办各类人才招聘会110多场，为近
5000家企业办理招工登记，推荐就
业人数13200人，成功率达45%。通过
网络、报纸、电子屏等各类媒介，发
布就业信息1 . 4万余条，为企业和个
人搭建了供需平台。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王帅）
近日，记者获悉，章丘市曲艺家

协会及济南市曲艺家协会章丘分
会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均设在章丘
市泉韵艺术学校。9日上午，在章丘
市泉韵艺术学校喜获“群星奖”颁
奖晚会上，同时举行了章丘市曲艺
家协会、济南市曲艺家协会章丘分
会的揭牌仪式。

据了解，章丘市曲艺家协会是
章丘市曲艺爱好者自愿结合、自发
形成的地方非营利性的社会群众
组织，协会的成立，将促进章丘的
曲艺创造、表演、艺术革新、理论研
究和艺术交流。

章丘市曲艺家协会与济南市
曲艺家协会章丘分会落户于泉韵
艺术学校，将更有利于喜爱曲艺表
演的青少年传承曲艺精神、发扬曲
艺文化，同时，协会将为曲艺爱好
者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让更多
的人感受曲艺的魅力，发现、培养、
扶植新的曲艺创作人才与表演人
才。

据了解，早在2009年，山东省曲
艺家协会少儿培训基地便正式落
户泉韵。作为一所民办艺术培训学
校，章丘市泉韵学校一直致力于培
养优秀的曲艺人才，通过调动每个
学员积极学习艺术的热情，真切感
受艺术快乐，营造了良好的艺术文
化氛围。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
由章丘市泉韵艺术学校编排的群
口山东快书《肉夹馍》，荣获“群星
奖”，同时，为了表彰泉韵艺术学校
的突出贡献，“十艺节”组委会特地
为《肉夹馍》的创作班底颁发了集
体二等功。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邢振宇） 日前，章丘市政府法
制办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遴选
市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市政府
法制办、市司法局通过多种形
式对拟入选市政府法律顾问专
家库人员进行考察，经市政府
批准建立市政府法律顾问专家
库。

章丘市政府法律顾问专家
遴选范围包括：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及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咨询
服务机构中，法学教学、法学理

论研究、社会治理、公共管理、
法律咨询服务等领域的专家学
者、法律实务工作者。遴选标准
要求：受过系统的法律及其他
领域专业教育，具有较高的专
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务工作
经验，在所从事的教学、科研或
者实务工作领域有较大影响
力；熟悉章丘市情、社情、民情，
热心政府法律实务工作，身体
健康；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
教师、研究人员，应当具有副高
以上职称，10年以上工作经历；

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应当
具有法律执业资格证书，10年
以上从业经历，办理过具有较
大影响的涉法事项。

此次，市政府法律顾问专
家遴选聘用采取自愿报名、集
中审核、考察聘用等程序确定
人选。报名时间截至2014年11
月13日（以邮戳为准）。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登录章
丘 市 门 户 网 站（ h t t p : / /
www.zhangqiu.gov.cn），下载

《章丘市政府法律顾问专家人

选报名表》并如实、准确填写，
粘贴1寸近期免冠证件照片；提
供个人身份证、学历、履历、职
称证书和能够证实其符合入选
条件的其他资料、证书、研究成
果等复印件；报名人员所在单
位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

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
通过多种形式对拟入选市政府
法律顾问专家库人员进行考
察，经市政府批准建立市政府
法律顾问专家库。专家库每3年
更新一次，并实行动态管理。

市市政政府府法法律律专专家家库库面面向向社社会会遴遴选选
专家库每三年更新一次，并实行动态管理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李一天 杨
虹虹） 为保障在北京举行的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会议期间的环境空气质量，根
据相关通知要求,自11月6日0
时起，章丘市启动了空气质量
保障Ⅰ级应急减排措施。

市环保局对全市向大气排
放污染物的120余家企业下达
了停产通知。督促3家保障民生
的企业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每天专门抽调40
余名监察人员对全市企业、工
地进行日夜巡查，下发了对仍
未严格落实Ⅰ级应急减排措施
单位严肃处罚的紧急通知，对
落实措施不到位的企业进行严
肃查处。

市住建委对全市62个建设
项目、392个单位工程全部下达
暂停施工通知书，并通过质安
监督信息平台向全市在建工程
的参建各方发布信息，要求各
参建单位停止所有建筑工地的
施工，并积极采取应急措施：对
现场道路、场地等污染源采取
持续性洒水降尘措施，确保不
加剧空气污染；加强工地现场
围挡、材料堆放、覆盖的管理工
作。对不按规定落实的单位，将
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市交警队于６日给城区各
建筑工地下达通知，其间禁止
渣土砂石运输车在城区运行。
市交运局对应急减排工作进行
了部署，并保证责任到人，落实
到位，停止所有道路工地施工

作业；禁止所有施工原材料运
输车辆停止运行；增加洒水降
尘措施，加强道路保洁，严禁
保洁人员焚烧落叶、秸秆、杂
物等；已加强料场、预制场、
拌合场管理，落实洒水、吸尘
等措施。市环卫中心对所有
在建工地的运输单位下发了
停运通知，并实行24小时巡查
制度。

市执法局立即召开城区所
有建筑工地和渣土运输车辆紧
急会议，签订了责任书。积极开
展专项执法行动，组织执法人
员对所有工地实行定人、定点、
延长夜间执勤时间、强化巡查
力度密度等措施，进行强化监
管和查处，对不按规定执行的
运输车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结合主城区露天烧
烤实际，抽调专人，分片包干，
明确细化责任，对重点区域、重
点路段重点监管，专人盯守，延
长夜间勤务时间，强化巡查力
度，对主城区实行全方位、无缝
隙覆盖管理，发现烧烤违规问
题，立即责令整改。不按规定落
实的单位，将依据有关规定严
肃处理。各镇街按照各自实际
情况做到停止建筑施工、禁止
露天烧烤、焚烧秸秆和道路降
尘工作。

下一步，章丘市将继续加
大对扬尘、机动车和重点企业
的监控力度，严格执法力度，
严 厉 打 击 各 类 环 境 违 法 行
为，确保环境空气质量的持
续好转。

章丘今年新增

城镇就业八千人

章丘市成立

曲艺家协会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张霖) 为了让全市危房改造
户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章丘市住建委为危房改造户
举行捐赠衣物活动。

近年来，章丘坚持“政府
主导、住建牵头、部门配合、社
会参与、镇村实施”的原则，紧
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扎实有序地开展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为帮助更
多的农村困难群众解决基本
居住条件，章丘市住建委今年
共争取上级危房改造指标462
户。自8月份开始，对除明水、

双山外的18个镇街摸底上报
的2000余户危房进行逐村逐
户入户审核，共确定1213户危
房户符合补助政策，纳入3-5
年的危房改造计划。

目前已在垛庄镇十八盘、
东车厢、小石屋建成幸福院3
处，其他17个特困村正在进行
地形图测绘和规划设计，计划
年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此外，
该委还根据危房改造户实际
需求，深入开展“农村危房改
造6+1”活动，对危房改造户
衣、食、住、行、用、学6个方面
展开帮扶，今年累计开展集中

帮扶行动4次，为24户危房改
造户送去了助学金、食用油、
面粉、被褥、衣物等日常用品。

章丘市住建委党委书记、
主任刘红军表示，“我们举行
这次捐赠衣物活动，就是要
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弘扬优良
传统，以实际行动帮助章丘
市 危 房 改 造 户 渡 过 寒 冬 难
关，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积极响应
党委的号召，行动起来，献出
爱心，让困难群众实实在在
感受到关心，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

7日上午，记者跟随市住
建委纪委书记李英吉及住建
委相关工作人员来到了普集
镇龙华村，为村里危房改造户
张宪弟送来了过冬的棉被棉
服。记者了解到，张宪弟今年
60岁，家住普集镇龙华村，与
52岁的弟弟张宪增一起生活。
家庭贫寒，身体也比较虚弱，
颈椎和腰部都不舒服，无法承
担较重的农活。张宪弟说，“真
的很感动，没想到能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更没想到还能收到
棉被和棉衣，寒冷的冬天‘热’
起来了。”

让让危危房房改改造造户户暖暖暖暖和和和和过过冬冬
章丘住建委向贫困户捐赠过冬衣物

住建委有关领导向张宪弟赠送棉被棉服。 本报记者 张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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