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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济阳县棚改旧改“百日行动”誓师大会召开

88月月底底前前完完成成两两大大片片区区拆拆迁迁任任务务

66月月下下旬旬完完成成城城区区道道路路挖挖补补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梁
越) 近日，记者从济阳县市政
园林公用事业局了解到，受道
路寿命和重型车辆的碾轧，县
城多条道路破损严重。为此，
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
组织人员对城区道路实施挖
补维修，预计6月下旬可全部
完成。

据悉，每年6、7月份为道
路挖补的黄金时期，受道路

寿命和重型车辆的碾轧，城
区多条道路破损严重，坑洼
不平，给行人出行带来不便。

为改善县城道路交通
环境，方便群众出行，济阳
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组
织人员对城区破损道路实
施挖补维护施工。目前，各
条道路挖补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可全部
完成。

近日，姜集小学结合县
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开展了“校园是我家，我们爱
护它”的主题教育活动。

(李苏兰)
为了让学生在轻松活

泼、形式多样的活动中锻炼
身体，曲堤镇中心小学对大
课间活动作了精心的设计和
科学的安排。 (王连娣)

近日，孙耿镇中学趣味
运动会在学校操场隆重举
行，赛场上鲜亮欢乐的身影，
为美丽的校园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刘敏)

为增强幼儿的体质，实
验幼儿园将拍球活动发展为
学校特色活动，着力促进了
幼儿运动能力的提高和体能
的培养，磨练了孩子们的意
志。 (张倩)

近日，三教小学在济阳
县 中 小 学 生“ 喜 迎 十 九
大——— 听党话 做好少年”
演讲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张继涛)

近日，太平镇中学进行

了夏季火灾隐患大排查。通
过此次排查，消除了安全隐
患，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田其平)
19日，曲堤镇中学周五

放学高峰，民警校门口护送，
曲堤镇中学与当地派出所共
同在学校门口值班站岗。

(卢艳春)
22日，为调动各班中考

冲刺的热情，提高复习效率，
曲堤镇中学通过家长会、集
体游戏、加油会等多举措给
中考生保驾护航。

(郭娜)
23日，曲堤镇中学举办

“创文明、卫生城市，从我做
起”演讲比赛，深入开展创卫
主题月活动。 (王新月)

“喜迎十九大——— 听党
的话,做文明好少年”演讲比
赛近日在索庙小学举行。演
讲稿紧扣主题，观点正确，立
意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
晰，具有感染力、号召力。

(赵安燕)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门波) 22日，济
阳县棚改旧改“百日行动”誓师
大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8月底前济阳将完成老城片区
和滨河新区拆迁任务。

22日14时30分，全县棚改旧
改“百日行动”誓师大会在政务中
心举行，会上回顾总结今年以来
全县棚改旧改工作，部署开展棚
改旧改“百日行动”。

据介绍，3月中旬，济阳县正
式启动城市改造征地拆迁工作，
并设立了老城片区、滨河片区、安
置区建设三大指挥部。今年的棚
改旧改共涉及集体土地上24个
村，2357户，8050人，拆迁面积约38
万平方米。国有土地上2035户，拆
迁面积约40万平方米。

两个月时间，老城片区已完
成宣传发动、入户调查、选定评估
机构、测绘清点等一系列工作；滨
河社区敲定了涉及村庄的拆迁补
偿安置方案，完成了附着物的调
查测量和公示，人口界定和户型
认定完成了总量的一半。

“这次百日行动，最关键的
一项要求就是，8月底前完成老
城区和滨河新区100多万平方
米的拆迁任务”。济阳县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一任务完成，就预示
着老城区全部9 . 6平方公里的改
造任务破题起势，滨河新区24个
城中村全部拆除，形成整整6平方
公里的可开发空间。用一百天时
间，拆除十几平方公里新天地，
为省城携河发展、为济阳长远
发展打牢“百年之基”。

据了解，这次棚改旧改，老
城片区和滨河新区要安置4300
多个拆迁户，涉及面广、任务量
大。“下一步，我们在安置房规
划建设中，要始终坚持质量第
一、安全第一，科学规划、精心
施工，坚持配套设施与安置房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
用，并让群众全程参与，广泛征
求和充分吸纳群众合理建议，
确保群众满意。”该负责人表示，
要用好济阳在携河发展中的地缘
区位优势，通过棚改旧改、征地拆
迁，为新旧动能转换抢出一片新
空间。要当机立断、快速反应，用
一百天时间，把土地、空间抢出
来，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争机
遇，为济阳长远发展抢到这一难
得的国家战略机遇。

本报5月25日讯(通讯员 刘
显春) 近日，济阳县公路局职工
陈会福以及爱心人士江峰、江希
刚等到垛石镇西屯村献爱心，为
该村困难家庭李孝勇送去了3000
多元捐助金，并希望通过他们的
举动带动更多的市民关注和救助
困难、弱势群体。

据了解，李孝勇10年前因
厨房天然气泄漏不幸全身烧伤
90%，2010年妻子卢世春查出了
乳腺癌，当时做了切割手术，花
费20余万元。2012年初复诊时
发现癌细胞转移，经过一段治
疗后恢复正常。今年4月，卢世春
再次复诊时又发现转移，经诊断
已不能再做切割手术，只能依靠
药物治疗，需用氟维司群注射液
来维持生命，每个月要注射一次，
一直持续一到两年，每次注射
的费用约为11000元。

高昂的治疗费用让这家人
感到很无奈，为帮妻子治疗，李

孝勇听说可以在网络上求助社
会好心人，便将家庭情况发至
网络。

济阳县公路局职工陈会福
以及爱心人士江峰、江希刚等

看到后，积极组织动员自己的
朋友、同事、战友等进行了捐
款，更希望通过他们的举动能
够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的人
共同关注困难和弱势群体。

爱爱心心人人士士捐捐助助李李孝孝勇勇33000000余余元元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梁
越) 23日下午，济阳县委巡察
机构成立暨第十三届县委第一
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县
为民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召
开，县委巡察机构正式成立，首
轮巡察也已正式启动。

为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
体系，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监督，根据相关法
规，济阳县成立县委巡察工作
机构，推动巡视监督向基层延

伸，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加强党内监督，全面落实从严
治党要求。

县委成立县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向县委负责并报告
工作；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
构，办公室设在县纪委；县委
设立五个巡察组，承担巡察任
务。

据了解，县委巡察机构巡
察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是县委各

工作部门(机构)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县政
府各部门(单位)、县政协机关、
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
人民团体党组(党委)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二级机构党组织主
要负责人；县委管理的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镇(街道)党政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县委管理的其
他党员干部；重点村(社区)等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济济阳阳县县成成立立县县委委巡巡察察机机构构
设立五个巡察组，首轮巡察也已正式启动

挂失声明：济南亿东物流有限公司(济阳县太平镇庙廊商
业街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鲁交运管许
可济字370125700047号)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葛教育资讯

县县国国税税局局““双双学学堂堂””建建设设
助助力力便便民民服服务务有有效效落落地地

本报5月25日讯(通讯员
张静萍) 今年以来，县国

税局注重加强“纳福学堂”和
“纳税人学堂”双学堂建设，
着力优化纳税服务环境，全
面打造便民税务。

一方面，强化“纳福学
堂”，突出纳税服务岗位特
色，与“岗位大练兵、业务大
比武”活动有效衔接，重点开
展纳税服务礼仪、最新政策
法规、发票管理、税收优惠等
知识的学习考察，并针对办

税服务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
和突发情况进行集中研讨和
模拟演练，全面提升纳税服
务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优化“纳税人
学堂”，聚焦纳税人学习需
求，强化现有实体纳税人学
堂的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
规范基础培训，实现实体纳
税人学堂运行标准化；同时，
加大网上纳税人学堂宣传力
度，吸引更多纳税人体验、使
用在线培训，推动培训内容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真正让
纳税人学其想学、学有所得。
通过“双学堂”建设，实现纳
税服务水平和纳税人遵从度
的同步提升，促进“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深入开展。

明明后后天天最最高高气气温温达达到到3366℃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梁越) 端午节小长假即将
来临，本周一场小雨后气温
又开始上升，未来三天最高
气温达36℃，最低温达20℃，
市民外出时要携带防晒物
品，以免晒伤皮肤。

根据中国天气网显示，

未来3日具体天气状况如下：
5月26日，晴，微风转3-4

级。最高气温33℃，最低气温
20℃。

5月27日，晴，3-4级。最
高气温36℃，最低气温21℃。

5月28日，晴，3-4级。最
高气温36℃，最低气温21℃。

全县棚改旧改“百日行动”誓师大会举行。 张超 摄

李孝勇获捐助金3000余元。 刘显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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