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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烤”了那么久，几场雨降降温

周周末末不不那那么么热热了了，，但但是是有有点点闷闷
22001177年年县县直直居居民民养养老老保保险险

领领取取资资格格认认证证进进入入收收尾尾阶阶段段

本报7月19日讯 从商河
县人社局了解到，2017年县直
居民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人员资格认证工作于4月份开
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截至7月底，县人社局将
对县直634名居民养老保险领
取人员开展养老金领取资格
认证工作，目前已完成资格认
证474人。其中对于部分年龄
过大行动不便，以及随子女外
地居住等现场认证不便的情
况，县人社局创新认证方式，
通过拍照认证、异地认证相结

合对33名无法现场认证的待
遇领取人完成了认证工作。

据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资格认证的领取
待遇人员，将按时足额发放
养老保险待遇。对逾期不参
加认证的人员，将按照相关
规定暂停养老金发放，待其
补办有关手续后，从暂停发
放之月起补发或续发。对于
弄虚作假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冒领行为，将终止其待遇发
放，追缴冒领待遇。

（通讯员 刘庆波）

本报7月19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夏宝讯） 应
该怎样形容最近商河的天气
呢？“热”！“很热”！“非常热”！

“一场雨”！“两场雨”！“三场
雨”！商河虽然没有达到40℃的
高温，但最近几天也是一直徘
徊在37℃左右，这样的“热”天
邂逅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凉快
倒是凉快了，但是全身黏糊糊
的感觉，也很“酸爽”！

12日，商河开始正式进入
“伏天”，也就是一年中最热的阶
段。三伏天所指的“三伏”是指初
伏、中伏、末伏三个庚日，其具体
日期是按照我国古代的干支法
来推算的，以我国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的“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
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

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闰月，今年的三
伏天从7月12日开始入伏，8月21
日出伏，共计40天，当高温邂逅

“加长版伏天”，不热才怪。
高温下，不少商河人开启

了“吐槽模式”。“要烤熟了，有
想吃烤肉的，自带孜然来找我，
盐不用带了”；“热疯了，头脑开
始不清了，我是谁，我在哪，请问
这是火焰山吗”；“大声告诉我，
是谁发明了空调和风扇，他要是
知道自己救了这么多人的命，难
道不会笑醒吗”……随着气温的
升高，大家都开始不淡定了。

随着伏天的继续，高温天
气估计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
主角，商河也曾出现过40℃以
上的气温极值。提醒广大市民，

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措施，老
天也疯狂，“烤”你没商量，还是
抓紧时间自救吧！不过，记者从
商河县气象局了解到，受降水
的影响，未来几天的气温略有
下降，最高气温在35℃以下，接
下来还是比较“凉爽”的！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情况如
下：

20日多云，局部地区有雷
阵雨，南风3～4级阵风6级，最
低气温2 7℃左右，最高气温
34℃。

21日多云间晴，南风3～4
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

22日～23日晴到多云，南风
3级，气温略有上升，天气闷热。

24日阴有雷阵雨，北风3
级，气温下降。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公安部交管局《关于排查重
点车辆及驾驶人安全隐患情况
的通报》精神，进一步推动源头
安全隐患“清零”工作，商河交
警多措并举消除道路交通源头
隐患。

首先对辖区交通违法率较
高，安全隐患突出的重点运输
企业进行约谈。根据济南交警
支队车管所下发的大货车严重
违法明细，10日对涉及到的辖

区腾发、祺盛、鑫盛、顺通这四
个重点运输企业的责任人和安
全员进行了约谈，要求企业限期
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更要加
大对驾驶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下
达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此外，大队民警到商河县
交通局运管所、县安监局开展
抄告工作，送达了《辖区重点车
辆交通安全情况抄告单》。通报
辖区重点运输企业营运车辆交
通违法、交通事故及安全隐患

的明细，建议对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整改不力的企业依法进行
监督和处罚。

12日，大队民警到辖区长
途客运、惠通联运公司开展安
全检查。民警通报了近期客货
运车辆事故情况，并对企业的
机动车驾驶人动态监管系统、
车辆及驾驶人安全管理台帐、
GPS监控录像进行了查看，并
对部分车辆的安全配置进行查
验。 （通讯员 曲成进）

商商河河交交警警多多项项举举措措加加强强重重点点车车辆辆源源头头管管理理

本报7月19日讯 14日，
“劳动者之歌”2017年济南市外
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大赛（决
赛）在济南市群众艺术馆举行。
商河县选送的四个节目均获
奖，其中吕剧小品《认亲》斩获
一等奖第一名。

赛场上，选手们个个精神
十足，精彩的表演真实地反映
了农民工的生活，展现了他们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弘扬了

社会正能量。经过四个小时的
激烈角逐，商河县文广新局选
送的吕剧小品《认亲》在35组进
入决赛的优秀节目中斩获一等
奖第一名；京胡独奏《夜深沉》、
独唱《西部放歌》荣获二等奖；
唢呐独奏《沸腾的黄土地》荣获
三等奖。商河县文广新局获评

“优秀组织奖”。
2017年济南市外来务工

人员（农民工）大赛由中共济

南市委农民工工作委员会、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主
办。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
辗转全市10个县区，500余名
选手报名参赛。大赛经过初
赛、复赛和决赛，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4个、二等奖8个、三等
奖12个、优秀奖16个，优秀组
织奖10个。

（通讯员 刘佳慧）

商商河河县县节节目目斩斩获获市市农农民民工工才才艺艺大大赛赛一一等等奖奖

本报7月19日讯 近日，
山东体育学院一行8人来商河
县对鼓子秧歌和花鞭鼓舞两个
国家级非遗项目进行采风。

采风组一行首先赶赴张坊
镇苟家村，对花鞭鼓舞进行录
影采集，花鞭鼓舞省级传承人
张吉福顶着高温为采风组进行
了表演。随后采风组赶赴孙集

镇杨庙村，对鼓子秧歌国家级
传承人杨克胜进行专访，详细
了解鼓子秧歌的专业知识，并
欣赏了杨老师的精彩表演。

近年来，县文广新局高度
重视与省内外高等院校的合
作，北京舞蹈学院、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艺术学院、济南大学、
河北农大等学校多次来商河对

鼓子秧歌进行采风学习。目前，
山东体育学院正在筹建齐鲁体
育文化产业博物馆，预计2018
年下半年建成并向社会开放。
本次采风收集的视听资料和获
赠的鼓子秧歌道具将在建成的
齐鲁体育文化产业博物馆进行
永久收藏和展出。

（通讯员 张广超）

山山东东体体育育学学院院来来商商河河采采风风国国家家级级““非非遗遗””

商商河河实实验验中中学学开开专专门门会会议议

自自觉觉抵抵制制教教师师有有偿偿补补课课

本报7月19日讯 14日上
午，商河实验中学在学校报告
厅召开了治理有偿补课动员
部署会议，学校全体教职工参
加会议。

老师们学习了《商河实验
中学关于深入开展“树师德、
正师风”活动严肃治理教师有
偿补课的实施方案》，就严肃
治理有偿补课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然后，老师们领取了《致
全县教师的一封信》，并签订

了《商河实验中学治理有偿补
课工作目标责任书》。老师们
积极响应学校发起的“自觉抵
制有偿补课倡议”，在签名表
上签名并在公告栏公示。

校长吴明安表示，有偿家
教严重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败坏了教育风气和学校形
象，可谓利令智昏，失信失德。
各级主管部门将以“壮士断腕”
的坚定决心，以“露头就打”的
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怀怀仁仁镇镇中中心心小小学学全全体体教教师师

签签名名对对有有偿偿补补课课说说““不不””

本报7月19日讯 为切实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高
教师道德修养，争当“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14
日上午，怀仁镇中心小学召开
了“树师德、正师风”严肃治理
教师有偿补课专题会议。

大家首先学习了商河县
教育体育局关于深入开展“树
师德、正师风”活动严肃治理
教师有偿补课的文件，从思想

上提高大家的认识，杜绝参与
有偿补课，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成立“一把手”责
任领导小组，将县教体局监督
管理责任、学校主体责任、校
长第一责任、教师直接责任层
层落实，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
态，防患于未然。为将责任落
实到人，全体教师进行《有偿
补课工作目标责任书》亲笔签
名活动。

（通讯员 杨佃华）

22001177年年行行政政事事业业性性收收费费和和

政政府府性性基基金金目目录录清清单单公公示示

本报7月19日讯 为提高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政策透明度，近日，县物价
局和财政局联合对商河县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项目、征收标准进行了梳理，
同时在“中国·商河”政务网站
进行公示。

此次公布的目录清单是商
河县目前执行的国家和省级批
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项目，内容包含《2017年商

河县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单》、《2017年商河县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清单》、《2017年商
河县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和

《2017年商河县政府性基金目
录清单》。目录清单之外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
缴纳。执行中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实行动态管
理，如发生变化，县财政局、县
物价局将及时予以更新。

社社区区广广场场电电影影节节在在进进行行中中

本报7月19日讯 近日，
“喜迎十九大·电影惠民生”济
南市公益电影惠民行暨第八
届社区广场电影节在商河县
启动，目前正在城区各广场、
工地开展放映。

据悉，该活动自7月初启
动，将持续到10月底，放映影
片不少于50场次，范围覆盖城

区各广场、社区、工地、军营、
福利机构等。活动形式以优秀
国产电影展映为主，展映片目
包括《勇士》、《古田会议》、《建
军大业》等最新影片。活动开
展以来，先后在图书馆广场、
文化馆广场、明辉文体广场、
北纬37°C工地等放映电影
十余场次。（通讯员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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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节目《认亲》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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