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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全全县县首首个个地地下下通通道道开开工工建建设设
11月底可实现行人通行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陈永斌 李腾）

近日，全县首个地下通道开
工建设，将连接正安路东西两
侧的滨河社区、新元学校和安
澜湖公园。目前，该工程快车道
部分主体已完成，预计10月15
日快车道通车，11月底面向市
民开放。

21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
正安路与新元大街路口往南
300米处，看到正安路部分快车
道已被围挡所包围，几名工人
正在地面以下3 . 7米处施工。

“我们要在这里建设地下通道，
连接正安路东西两侧。”济阳县

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市政科副
科长王强说。

为何在此修建地下通道？
随着县城的发展，正安路东西
两侧将建设滨河社区以及新元
学校、安澜湖公园，过往行人逐
渐增多。而正安路属于城市主
干道，在此设置红绿灯影响车
辆通行，建设地下通道既安全
又便捷。

据介绍，地下通道东西总
长度达51米，径高2 . 7米，宽5
米，埋深3 . 7米。“地下通道两
侧还将设有坡道，市民也可推
自行车在此通行。两端出口则
设置在人行道外侧，保证市民

通行安全，建成后将成为全县
首个地下通道。”王强介绍说。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济阳县
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施工单
位为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为山东众成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此外，项目于9月1日正式
开工，为保证正安路正常通行，
项目实行分段施工。目前，快车
道部分主体已完成，预计10月
15日快车道通车，11月底面向
市民开放。届时，地下通道将滨
河新区、新元学校、安澜湖公园
连接在一起，市民居住、上学、
休闲将更加安全。

县县国国土土资资源源局局将将召召开开
征征地地补补偿偿标标准准听听证证会会
26日-30日，市民可报名申请参加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刘
慧） 近日，记者了解到，济阳
县国土资源局拟定于2017年10
月20日上午9点半在五楼会议
室，对济阳县征地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补偿标准举行听证会。

凡申请参加听证者，需携
带书面申请、有效身份证件，于
2017年9月26日-30日上午10
时-下午4时（节假日除外），前
往济阳县国土资源局202室报
名，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参加

听证会人员还需提供单位有效
证明或委托书。

据了解，本次济阳县辖区
内与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标准范围内或具有相关利益
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听证会。以个人
身份或法人、其他组织委托参
加听证会的人员，应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且同时具备一
定的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相关知识。

代表的产生由济阳县国土
资源局直接从申请参加听证会
人员中选取，人数为20-25人，
代表选取比例按机关20%、企
事业单位代表20%、专家30%、
调整范围内或具有相关利益关
系的群众30%。国土资源局将
根据调整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标准的需要和申请情况，确
定听证会代表。

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联系
电话：84235882进行咨询。

中中央央华华府府卫卫生生服服务务站站正正式式启启用用了了
可服务居民1万余人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刘
慧） 15日，济阳县中央华府卫
生服务站正式启用，县领导、济
北街道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服务
站揭牌仪式。为回馈广大业主
长期以来的支持，当天中央华
府业主代表免费到服务站签约
查体。

近年来，济北街道城市建
设发展迅速，中央华府片区
也已基本成型，居住人口逐
渐增多，随着区域经济与人
口的不断发展，市民对健康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了满
足市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需求，在济北街道办事处和
济南祥顺置业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中央华府卫生服
务站顺利建设。

中央华府卫生服务站建筑
面积150平方米，服务居民1万
余人，范围主要包括中央华府
和家园、瑞和园、城市之星及周
边住宅小区的居民。目前服务
站内有全科诊室、治疗室、处置
室、预防保健室、健康信息管理
室，共有医务人员5人，其中中
级职称执业医师1人、全科医生
1人、中医医师1人、护士1人、公
卫医师1人。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服务
站将坚持以诚心、爱心、贴心的
服务理念，为辖区居民提供医
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
育、计划生育指导为一体的社
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并且该
站也是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
保定点报销单位。

据了解，济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央华府社区
卫生服务站是由祥生中央华
府提供用房，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承担建设和运行，今
年6月份开始筹建，目前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

济济阳阳口口腔腔医医院院热热心心公公益益

多多次次举举行行义义诊诊慰慰问问等等活活动动

本报9月21讯（记者 刘
慧） 济阳口腔医院作为一
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非
公有制医疗机构，自创立以
来，始终坚持以患者满意为
标准，积极提升济阳口腔医
院的整体形象以及医护人员
的医疗水平、自我加压，努力
将济阳口腔医院打造成设施
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的
非公有制医院。

济阳口腔医院不忘初
心，多次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举行义诊、慰问、免费治疗等
社会福利活动，并采取一系
列为民便民惠民措施，最大
限度的回馈社会。同时，还组
织专家巡讲队伍以及专家义
诊队伍进入济阳县中小学
校，进行免费的口腔健康知
识巡讲，以及免费的口腔义
诊活动，建立健全中小学生
口腔健康档案。

另外，还为济阳县准孕
妇免费进行口腔会诊并发放
从准孕期到哺乳期妇女免费

口腔义诊卡；为济阳县部分
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口腔
专家会诊发放中老年口腔健
康知识宣教册，对于贫困老
人济阳口腔医院派发口腔治
疗代金券；对于济阳县内残
疾人士，济阳口腔医院提供
上门口腔诊治服务，并对残
疾人士进行一系列免费治
疗。

济阳口腔医院还多次配
合济阳县卫计局举行大型公
益义诊活动；配合县老龄委
对全县所有敬老院五保老人
进行了免费口腔检查；还承
担了济南市政府民生工程

“学生窝沟封闭”项目，并连
续获得全县第一名的好成
绩；医院护理部被团市委命
名为“精神文明号窗口单
位”。

几年来，济阳口腔医院
以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一
流的医疗设施、高超的医疗
医术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誉
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招商引资工作再结硕果

济济阳阳街街道道99月月新新签签约约44个个项项目目

本报9月21日讯（通讯员
王伟 记者 梁越） 近

日，记者从济阳街道了解到，
9月份新签约项目达到4个。
目前，新签约的4个项目已完
成工业园选址工作，正在办
理立项、环评手续，近期即可
开工建设。

近日，济阳街道在招商引
资工作中持续发力、再结硕
果，9月份新签约项目达到4个。
据悉，新签约项目分别是众诚
液压机械项目、佳合家居项
目、洋锯帆精密机械项目和约
克农牧器械项目，投资总额1.7
亿元，投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
入1.6亿元、利税1800万元。

今年以来，济阳街道坚
持“项目立街、产业强街”不
动摇，牢牢抓住招商引资这
一“牛鼻子”，积极为推进主
体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新活

力、新动力。
该街道在明确党政主要

领导抓招商的基础上，通过
灵活运用以商招商、产业招
商、园区招商和奖励表彰招
商“红娘”、招商功臣等方式，
调动起干部群众招商引资积
极性和热情。

同时，该街道对每个招
商引资项目实行“一对一”全
程跟踪服务，明确专人对接
发改、市场监管、环保等部
门，协助办理项目建设前期
的立项、环评、规划等手续，
定期调度、查看在建项目建
设进度，及时清除项目建设
中的“绊脚石”，切实推进项
目“落地生根”。

目前，此次新签约的4个
项目已完成工业园选址工
作，正在办理立项、环评手
续，近期即可开工建设。

县县禁禁毒毒教教育育基基地地正正式式揭揭牌牌
将向广大人民群众免费开放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程玉萍）
15日，全县禁毒暨公共安全
教育基地揭牌启动仪式在安
大广场举行，来自社会各界
近千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仪式上，济阳县副县长、
公安局长纪东明指出，济阳
县禁毒暨公共安全教育基地
经过精心筹划选址终于建成
并投入使用。基地规模虽小，
但它因地制宜、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开辟安全宣传教育
的新模式。今后，基地将向广
大人民群众免费开放，欢迎
大家积极参观，并多提宝贵
意见。

据悉，今年以来，县禁毒
委、公安局携手广大人民群
众打响了三年禁毒人民战
争，全县禁毒戒毒、打击贩
毒、毒品综合治理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济南北部新
城建设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参观活动结束后，广大
师生、干部群众纷纷主动向
基地工作人员领取禁毒宣传
图册，表示要加强禁毒知识
学习，并向身边的家人及朋
友宣传相关知识，让大家树
立起“远离毒品阳光生活”的
识毒拒毒防毒意识，形成全
民禁毒的良好社会氛围。

建设中的地下通道。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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