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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任时时光光飞飞逝逝，，我我们们期期待待明明天天
千余名读者致信“时光邮局”，写给2020年的自己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邱
明 白雪） 本报启动的“时光
邮局——— 写给2020年的我”活
动，倡议读者写下心语心愿，通
过多种渠道寄送给齐鲁晚报，
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千余
名读者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
与，致信给未来的自己。

临沂进城务工人员服务
中心在全国首家推出“农民工
一元公寓”。12日下午，这里
的工作人员准备了2 0 0多份
信封和邮票。“大多数民工兄
弟白天都在外干活，晚上回来
后他们可以找宿管员取用。”
服务中心主任徐杰介绍，上午
十几名没外出找活的农民工
在活动室看报纸时，看到时光
邮局的介绍很感兴趣，便谈论
起3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来自枣庄市山亭区的邱大锁，
两年前到临沂打工并入住一
元公寓。“多挣点钱，一个月
最少能干25天的活。”邱大锁
的儿子今年读初二，3年后他
该给儿子准备大学学费了。目
前 他 打 零 工 每 天 的 工 钱 在
120元到150元之间，如果25
天有活干，他每月就能给儿子
攒下3000元。

在临沂圣博康复医院，医
护人员同样为入院患者准备
好了信封和邮票。这家医院以
辅助脑瘫、孤独症儿童康复为
主，每年收治各类患儿260余
名，为患儿义诊800余人次。
院长王晓东最先写下自己的
期盼：希望每个小家伙都能从
这里健健康康地回家。

年轻大学生喜欢尝试多
样化的途径。临沂大学法学

院学生会在交流群内发布时
光邮局的相关链接后，得到
了在校同学的积极响应。与
其他群体不同，他们更愿意
通过邮箱、手机客户端表达
心愿。12日晚，400多名参加
这个活动的学生聚集到自习
大教室，交流自己的感受。

“我期望3年后能顺利考研，
继续深造。”该院大一学生刘
洁，幼年不幸遭遇火灾失去
双手。在求学路上，她得到了
很多热心人的帮助。她选择
以“助人、自助”为价值理念
的社会工作专业，就是想用
自己的学识把爱传递下去。
她期望3年的专科学业结束
后，自己能考研，可以有更多
的知识回报社会。

泰安七里小学和御碑楼
小学的老师，也带动近百名学
生积极响应，其中包括一年级
刚刚学会拼音的小朋友。“我
一直是齐鲁晚报忠实的读者，
现在带领着全班学生参与这
个活动。想象着孩子们再收到
这封信的时候，就该上初中
了，那应该是一份非常棒的新
年礼物。”御碑楼小学五年级
3班的梁兴涛老师说。

不仅山东本地的读者对
活动反响热烈，外省的部分
网友通过齐鲁壹点和齐鲁晚
报官方微博等新媒体途径，
了解到活动后，也参与了进
来。比如，贵州的高中生高如
意，在齐鲁晚报官方微博看
到这个活动后，就非常感兴
趣，他也写了一封信，想纪念
时光的流逝，寄语给2020年
的自己。

□高如意

应该没有在上学了吧，高中成绩那么差。高三打算开店做芝麻糖卖，也
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这样做。

努力追求的女孩现在属于我吗？现在她又在何方，还像以前常联系
吗？2017年国庆期间，10月6日，周五，晴，中午12:22，在贵阳新发装饰市场
送她上203路公交车去火车站时，她注定会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那些老同学怎么样了?张兴梦，蔡天丽，孙纺纺，陈芊芊，铁哥们儿
刘涛，张华，还有学霸卢华华，他们也许已经各奔东西，也许高成低就
各不相同，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家里的房屋还是老样子吗？父母依然在外务工?身体可否安康?
老哥给我找到嫂子没?常和老妈联系没?她身体健康吗？另一个兄弟
是否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样努力学习？还能听到他“三哥！三哥！”地叫
我吗？

2017-2020，也许会物是人非，也许有些人依旧陪伴着我，种
种疑问待我三年后来揭晓答案！

努努力力追追求求的的女女孩孩还还属属于于我我吗吗？？

参与方式：

一、平信
1 .手写书信装入小信封，贴上邮票；
2 .小信封写上自己的收信地址；
3 .在外面再套一个大一点的信封，投递地址：济南市经
一路91号老电报大楼。

二、公开信（电子邮件）
您也可以写一封电子邮件，发送到齐鲁晚报记者

的邮箱155131671@qq.com，我们会选取部分优秀内容
公开，另外，也会在2020年给您回寄这封信。

三、新媒体
1 .下载齐鲁壹点APP
2 .在情报站中写下自己2020年的目标，我们将选取优

秀内容在报纸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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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 大
众日报客户端新锐大众潍坊
16个县市区频道今天正式开
通上线，同时16个县市区整建
制入驻大众报业集团中央厨
房暨山东党媒公共服务平台。
此举为不断巩固壮大党的舆
论主阵地，进一步推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全省基层落地生
根，全方位立体化即时性提供
县区新闻资讯，开创了新的媒
体融合传播模式。

潍坊县市区新锐大众频
道包括奎文、潍城、寒亭、坊
子、青州、诸城、寿光、安丘、高
密、昌邑、临朐、昌乐、高新开
发区、滨海开发区、综合保税
区、峡山开发区等全部县市

区，频道突出本土化、精准化，
致力于打造当地政务新闻信
息发布首选平台，为用户提供
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和最透彻
的政策解读，全面反映基层一
线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的生动实践。

按照省委要求，大众报业
集团全力打造中央厨房暨山
东党媒公共服务平台，增强公
共服务功能，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为市、县（市、区）媒体融合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保
障。今年6月，平台正式启用，
功能居于国内领先水平。8月
22日，大众报业集团与潍坊市
委宣传部正式签署媒体融合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着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在新媒体内容
推广、平台应用、大数据运营
分析等领域展开合作。

根据合作协议，此次潍坊
16个县市区全面入驻大众报
业集团中央厨房暨山东党媒
公共服务平台，将充分享受平
台量身定制的系列技术服务
套餐，包括共同打造县市区客
户端子端以及开展舆情热点
监控、传播力量化分析、大数
据智能存储应用、新闻实时抓
取、图片共享等，为地方媒体
融合发展提供全方位、全流
程、全天候服务。

大众报业集团负责人表
示，集团将依托山东党媒公共
服务平台，为地市媒体融合提

供更多服务，使资源得到进一
步共享，使省级媒体的融合传
播优势进一步放大。下一步，

“潍坊模式”将在全省推广，通
过省市联动开展重大主题战
役性报道。

潍坊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
示，16个县市区全面开通入驻
山东党媒公共服务平台，为潍
坊市在省级媒体层面的宣传推
广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扩大提
升了传播效果，为地方媒体融
合发展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下一步，潍坊市将与大众
报业集团在媒体融合方面展开
更广泛深入的合作，力争将省
市合作的“潍坊模式”打造成全
省标杆。(杨国胜 余梁 朱頔)

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记
者 廖雯颖） 近日，记者从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涉及
59个省直部门和单位的595项
省级公共服务事项纳入省级
政务服务平台管理并投入试
运行，年底前正式运行。企业
和群众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d.gov.cn）可以

对教育考试、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创业就业、商事服务、质
量检验等方面的事项进行网
上查阅、咨询和申办。

省级公共服务事项主要
分为主动服务和申请服务两
类事项，涉及创新创业、日常
生产生活和涉行政权力运行
等方面。企业和群众可以通过

山东政务服务网查询、办理省
级公共服务事项相关业务，基
本实现了办事过程公开透
明、办理进度实时查询、服务
质量在线评价，规范优化了
公共服务事项办理程序，进
一步提高了政务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让企业和群众办事
更加方便快捷。推动省级公

共服务事项上网运行，是我
省继行政许可事项上网运行
后，丰富网上服务内容的又
一重要成果。根据省里统一
部署安排，市县乡公共服务
事项也将逐步纳入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运行管理，进一步
提升山东政务服务网的供给
能力和服务水平。

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记者
石念军） 11日上午，我省

“政协工作齐鲁行”采访团来到
位于德州乐陵的泰山体育产业
集团调研。立足科技创新、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40年来，泰山体
育高度重视品牌建设、标准制
定、战略合作，一系列国际性成
就的取得让来宾纷纷点赞。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
卞志良，先后带领“政协工作齐
鲁行”小组参观了泰山体育博
物馆、瑞豹车间、新体操车间、
冰雪项目展厅等集团重点产业
项目，并对泰山体育近年来扎
根国内、开拓国际市场的一系
列重点发展项目，一一进行了
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这为泰山体育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我要带领泰山集团立足
体育产业，研发更多、更好的体
育产品，服务全民健身事业，服
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泰
山集团打造成为世界唯一既服
务过夏季奥运会，又服务青年奥
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奥运大满
贯’企业。”卞志良说。

省政协“政协工作齐鲁行”
采访团负责人对泰山集团近年
来在品牌建设、科技创新、企业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评价，并对卞志良委员的履
职行为高度赞扬。

““政政协协工工作作齐齐鲁鲁行行””
走走进进泰泰山山体体育育

559955项项省省级级公公共共服服务务事事项项上上网网试试运运行行
教育考试、社会保障均可网上查阅申办

潍潍坊坊1166县县市市区区新新锐锐大大众众频频道道全全面面上上线线
整建制入驻大众报业集团中央厨房暨山东党媒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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