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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济阳县召开全面整治老城区违法建设推进会议

未未按按规规划划实实施施的的建建筑筑一一律律拆拆除除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刘

慧） 近日，济阳县全面整治老
城区违法建设推进会议在为民
服务中心二楼视频会议室召
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老城区
违法建设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并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要求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快速行动，全力摸底排查，切实
做到拆控结合，确保违法建设

全拆除，新增违建“零增长”。
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面整治老城区违法建设要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思
想发动，赢得广大市民的支持，
大力宣传主动自拆的正面典
型，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拆
出一批反面典型，为整治工作
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全面整治老城区违法建设

触及到个人利益，工作难度和
阻力必然很大，但不管涉及哪
个部门，不管当事人有多么
深的背景、有怎样特殊的原
因，都要坚决依法办事，绝不
允许拆小不拆大、拆民不拆
官、拆软不拆硬、拆明不拆暗
的情况发生。

另外，对于今年年初航拍
图上没有、未按照批准规划实

施的建筑，一律坚决依法拆除，
绝不姑息。相关单位也要在健
全监督上再下功夫，确保形成
长效机制，健全日常巡查监督
网络和举报平台，发动部门（产
权单位）、街道、社区、群众力量
全面监督、齐抓共管，及时发
现、制止、查处，把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

凡是涉及多个部门的要密

切配合，不允许从个人和小团
体利益出发，消极应付，影响大
局，要对照拆违工作责任分工，
严厉查处违法建设项目瞒报、
谎报、拒报等不作为的行为，严
厉查处对整治违法建设不重
视、不制止以及推诿扯皮、延误
工作进程、造成违法建设反弹
等行为，坚决打赢整治违法建
筑攻坚战。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李世忠） 近日，
4名煤矿企业从事井下作业的
农民工走进济阳县人社局监察
室，请求工作人员帮助解决企
业老板拖欠工资的事情，工作
人员了解基本情况后马上联系
企业相关负责人，24小时之内
便为农民工顺利讨回拖欠半
年之久的8 . 6万元工资。

据工作人员介绍，4名农民
工在济阳县一家煤矿企业从事

井下作业工作，近半年来，企业
老板始终没有发放工资，他们
曾多次找到老板解决工资事
宜，但老板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县
人社局劳动监察室请求帮助。

县人社局监察室工作人
员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第
二日来到农民工所在单位。据
了解，农民工井下作业工程由
承包方进行承包，煤矿企业早
已把农民工工资拨付给了承包

方，企业负责人当场联系承包
方了解有关情况，核实情况后，
企业负责人对承包方拖欠农民
工工资行为给予了严肃批评，
要求立即解决工资拖欠问题。

当天下午，4名农民工带
着一面印有“为民服务，尽心
尽责”的锦旗送到了县人社局
监察室，表达他们的感激之
情。该事情在济阳人社微信圈
发布后广为流传，受到了社会
各界人士的点赞。

本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杨怀达 记者 刘慧） 为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济阳
县济南银汇商贸有限公司（好
又多）、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
司济阳安大城市广场店等6家
大中型商超，济阳县济南曲堤
蔬菜销售有限公司（曲堤黄瓜

市场）等3家食用农产品市场
已全部配备便携式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仪。

济阳县食药监局创新监
管方式，倒逼企业自觉践行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配备食
品安全快检仪器，严把食品
及食用农产品质量准入关。
一方面，食用农产品经营单

位需每天利用食品快速检测
设备对瘦肉精、农药残留、二
氧化硫、甲醛等项目进行快
速检测，并通过公示板或电
子载体向公众进行公示。对
于无自检条件的经营单位，
则建立第三方委托检验机
制，进行监督性抽检，并及时
公布抽检结果。

本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张新华 记者 梁越） 为

助力脱贫攻坚，帮助困难群体，
近日，济阳街道组织全体机关
干部及辖区爱心企业举行了

“精准扶贫”慈善捐款式，短短
半小时募集了善款6万余元。

仪式现场，领导干部带头
捐款，干部职工踊跃参与，爱
心家企业集中捐赠，短短半小
时便募集善款6万余元，充分
展示了街道干部职工与爱心
企业热心慈善、助力扶贫的精
神风貌。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朱超） 本报
11月24日E03版以《盼妻子好
起来，共同撑起这个家》为题，
报道了济北街道北管区刘家
村贫困户刘成春一家因病致
贫的遭遇，在社会各界引起较
大反响，更吸引了济北街道机
关干部的关注。

据了解，刘成春的母亲有
86岁高龄，早年患有精神疾

病，两年前罹患鳞状细胞分化
癌；妻子刘秀云患尿毒症8年，
一年前又突发间歇性精神分
裂症；儿子今年19岁，患有唐
氏综合征患者。一家四口人，
仅靠刘成春一人种植蔬菜大
棚生活，生活极度贫困。

近日，济北街道3名机关
干部自发为刘成春捐款1000
元，并委托管区干部送至其
家中。

本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吴莎莎 记者 刘慧） 近

日，孙耿街道唐家村的村民们
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家家户
户通上了天然气，这是孙耿街
道首个用上天然气的村庄。

据了解，唐家社区于2013
年10月开工建设，占地25亩，
住宅楼7栋，住房208套，总投
资4500万元，安置唐家村396
人，村民们已于 2015 年初搬
迁入住。社区内建有小桥、
流 水 的 景 观 ，社 区 文 化 广
场，三层居民活动中心。设
有唐家村物业服务处，配备

保洁员两名、垃圾箱 2 0 个，
确保对社区公共区域及楼道
每天早晚各清扫一次；配备家
政工两名，负责居民生活用
水、用电、下水道疏通等维修
项目。

为保证居民冬季供暖，社
区采用地源热泵，同时依托社
区文化广场，丰富居民娱乐休
闲生活。村委会出资购置音响
设备，聘请广场舞老师，组织开
展社区广场舞等文化健身活
动，随着天然气的通入，社区功
能日趋完善，真正让村民们在
家门口享受城市待遇。

济济阳阳街街道道举举行行慈慈善善捐捐款款
半半小小时时募募集集66万万元元

济济北北街街道道33名名干干部部
为为贫贫困困户户捐捐款款11000000元元

孙孙耿耿街街道道唐唐家家村村
220088户户村村民民通通天天然然气气

本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马同 记者 刘慧） 为加

强药品生产安全监管工作，督
促企业落实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近日，济阳县食药监
局对山东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铂源制药有限公司、三株
福尔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柏阳
制药有限公司4家药品生产企
业进行了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了解了各药品
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查看了

药品的原料仓库、生产车间、
化验室及制水系统。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县局对企业下
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企
业7日内完成整改落实，并提
交问题整改报告。

济阳县人社局监察室

一一天天帮帮农农民民工工讨讨回回88 .. 66万万元元工工资资

济阳县食药监局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为商商超超市市场场配配备备食食品品快快检检仪仪

济阳县食药监局

监监督督检检查查药药品品生生产产企企业业

本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韩新华 记者 梁越） 近日，
曲堤镇利用文化墙加强宣传，
将“二十四孝图”搬上文化墙，
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在曲
堤镇肖庙村看到，干净整洁的
街道旁的墙壁上，中国传统的

“孝”“善”图搬上了文化墙，画
面栩栩如生、图文并茂，为单
一的墙壁增添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

近年来，曲堤镇不断加强
文化建设，尤其注重“孝”“善”
文化的弘扬，曲堤镇将“二十
四孝图”搬上文化墙，通过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
的方式，增进农村文化氛围，
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做到“一村一特色，一墙一风
景”。“这样宣传‘孝’文化在村
里引起了不错的反响，村民们
争着模仿。”肖庙村村支部书
记江连平说。

“二二十十四四孝孝图图”
搬搬上上曲曲堤堤镇镇文文化化墙墙

12月5日至6日，县公安局在纬二路好又多超市门前广场、华百广场开
展了公安工作成果和警用装备展。通过活动，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公安
工作的理解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活动还将陆续在各乡镇进行。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程玉萍 摄

警用装备展

济南路安运输有限公司(济阳县城开元大街3号，平安保险
公司院内)，法人李忠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30718353-4，登记号：组代管370125-012685-1)正本丢失，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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