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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幕

223300余余件件章章丘丘出出土土文文物物““进进京京””展展览览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石

剑芳） 近日，“礼出东方———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在
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
览精选了焦家遗址最新出土的
230余件陶器、骨器和玉器文
物，并辅以大量现场发掘实景
照片和视频影像等展品，系统
展示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地域
交流和社会性质等古代文化信
息，揭示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
会文明化趋势和中华文明五千
年的悠久历程。

据了解，焦家新石器时代
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西北20公里处，南距著名的龙
山和岳石文化遗址——— 城子崖
仅约5公里。遗存时代主要为大
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年代距
今5300-4600年。遗址总面积
超过100万平方米。

同时，山东章丘——— 中国
考古的摇篮，是中国学者在中
国东方发现并最早进行考古发
掘和探索的区域之一，著名的
龙山文化就是以原章丘市龙山
镇城子崖遗址命名而声闻海
内。

2016-2017年，山东大学
的考古工作者们在章丘焦家遗

址再次发现了距今5000年丰富
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揭
露出包括夯土城墙、护城壕沟、
祭祀坑和大批高等级墓葬，加
之大量的高端用品——— 玉器、
白陶和彩陶等重器，从而昭示
了焦家遗址作为鲁北古济水流
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意义的大型聚落的重磅史实。

焦家遗址为以城子崖为代
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
头，其发现对于揭示5000年中
华文明进程，尤其是中国东
方地区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
程意义重大，从而引起了社
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因此成功
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作
为最高的国家文化殿堂，在展
览展示中国文化文物事业重大
成就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本展览汇集了焦家遗址最
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是这些国
宝首次以最全的阵容集中向公
众亮相。

本次展出的时间为2018年
7月10日至9月9日，为期两个
月，展出地点为中国国家博物
馆北19展厅。

章章丘丘区区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召召开开学学习习大大会会
本报7月12日讯（通讯员

岳晖） 7月9日，章丘区妇幼保
健院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暨廉
政教育大会。医院领导班子、中
层干部、全体党员百余人参加。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
顺清主持。

会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
了中央纪委监察委制作的党风
廉政建设教育片《我在会上听
讲话》，深入学习领悟习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听各省市
级纪委书记参会的所看、所听、
所思、所得。会议严肃、认真，参

会人员聚精会神、边看边记，效
果突出。

随后，医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柏文红同志传达《关于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
通知》、传达《卫计局关于开展

“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
党委委员、副院长张卫民同志
传达《关于在“大学习、大调研、
大改进”中开展“三转三照三改
三推”活动的实施方案》；党委
委员、副院长李纯苓同志传达

《关于转发中共济南市章丘区
委组织部<关于开展“6+X”标
准化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的

通知》；党委委员、副院长吴文
海同志传达《中共济南市章丘
区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员积
分制管理考核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李
福泉通知传达《中共济南市章
丘区委组织部<关于建立基层
党建督查考核制度的通知>》
的通知。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治
国给全体党员上党课并作重要
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用党的
十九大精神统领全院各项工
作。要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
紧密结合全院工作实际，紧
密联系本侧面、本科室工作

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大
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
主义学风，切实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到各方面，体现到做
好今年各项工作和安排好明年
工作之中。

各支部要提高政治站位，
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核心
要义，鼓舞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牢记殷切嘱托，不负深情
厚望，深入抓好学习贯彻，确
保将全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工
作做到位。

此次学习活动要与正在开

展的“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活动、全卫计系统开展的“三争
三创三满意”活动和医院开展
的“创建群众满意窗口”活动，
以及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系列活动
结合起来，与正在进行的巡察
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与半年总
结结合起来，与“二甲”复审整
改工作和三级医院创建工作结
合起来，带着信仰、带着感情、
带着使命去思考，带着问题去
领悟，对照要求将总书记的讲
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想
武器，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推动
医院发展。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支
倩倩）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
热线反映：“章丘全民健身中心
无公共厕所，建议设置公共厕
所。”记者对此进行了核实。据
章丘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相关负
责人表示，章丘全民健身中心
共设置2处公共卫生间，目前内
外装饰装修已完成，正在进行
水电安装及调试工作，预计月
底投入使用。

章丘全民健身中心项目位
于世纪西路以东，明堂街以西，
南邻龙盘山森林公园，总用地
面积10 . 8万平方米，主要包括
硬化铺装2755 . 40平方米，运
动场3 . 6万平方米（含田径场、
笼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
场、网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
儿童活动场地、健身器械活动
场等），售卖中心、卫生间等配
套建筑391平方米，道路及生态
停车场919米，绿化面积6余万
平方米。

对于市民关心的公共卫生
间问题，该项目副经理许冬青
表示，全民健身中心规划设计
设置2处公共卫生间，单个卫生
间建筑面积78 . 76㎡，单个卫
生间男女厕位共12个，便池6
个。根据规划设计及市民意见，
卫生间一处位于东入口北侧，
生态艺术地形、篮排羽网球场
和中心球场交界处；一处位于
西入口北侧，乒乓球场、儿童运
动场及笼式足球场中间，可充
分满足市民需要。

“公共卫生间内外装饰装
修已完成施工，正在进行水电
安装及调试工作，预计月底投
入使用。”项目副经理许冬青告
诉记者，目前市民如厕暂时可
去东侧明堂街人行出入口及场
地南侧唐王山路出入口2处公
共卫生间，我们会尽快完成现
场剩余调试工作，让章丘人民
尽早感受全民健身中心的好环
境、好去处。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杨霜） 近
日，记者从章丘区综合行政和
执法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
依法办理各类案件691起，案
件总数为去年同期的8 . 75倍；
受理各级热线3923起，回复率
100%，满意率100%；市民举报
和城管通上报问题35700余
起，案件处结率达到100%；下
达城市管理告知书3946份，整
改文书423份，依法立案处罚
315件。

据了解，该局逐步理顺管
理机制，推动执法重心下移。
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
制改革，实现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局抢抓
机遇，夯实城市管理工作长效
发展基础：以体制改革为契
机，搭建强有力班子，奠定工
作基础；逐步理顺管理机制，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坚持以案
件促管理，加大执法办案力
度。

多措并举，突出重点，实
现城市管理新提升。围绕全区
四大提升中心任务，按照“精
细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的

要求，科学制定了合理、公平、
规范的城市管理考核制度，推
动实现管理长效化；持续推进

“双拆”工作，拆除面积和速度
均居济南市前列；在开展的

“三高”沿线综合治理，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沿线各项整治
任务；推动城区“杆线”整治，
消除空中“蜘蛛网”，目前各类
线路已全部实现“入地”，城市

“空中秩序”得到显著提升；严
格对照烧烤“禁烤区”和“规范
区”管理标准，截至6月份，共
依法快速办理油烟及扬尘污
染类案件17起，罚款金额28 . 8
万元。

创新机制，推动城市管理
工作向纵深发展。科学划分巡
查、管理两张网，城区管理全
覆盖。今年以来，数据中心共
受理各级热线3923起，回复率
100%，满意率100%，市民举报
和城管通上报问题35700余
起，案件处结率达到100%；全
面加强基础信息采集，对城区
管理网格及部分市场内4500
余家沿街经营业户基础信息
进行全面采集，并进一步完善

“执法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每个管理网格责任单位
都建立了“美丽章丘”微信群，
及时与广大经营业主温情互
动，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及
政策，及时了解他们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并帮助解决。截至目
前，共有4500余家经营业户加
入了“美丽章丘”微信群；为规
范城区静态车辆停放秩序，聘
用企业下岗职工为静态车辆
管理员，对静态车辆及环境秩
序进行实时巡查监督并及时
予以规范。

成立区综合考评办公室，
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工作。自考
评办成立以来，先后及时分
派、督办和回复济南市城市管
理考评办公室交办问题682
件，均得到按时处置和回复。

另外，半年以来该局开展
的各项重点工作及基础业务
工作先后获得多项荣誉：荣获
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状”，获得
济南市担当作为“出彩型”好团
队荣誉称号；副局长刘卫东荣
获章丘区“五一劳动奖章”和

“担当实干”好干部荣誉称号；
专业一中队队长康杰被评为济
南市“拆违拆临突出个人”。

全全民民健健身身中中心心
两两处处公公厕厕月月底底开开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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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综合执法：强化精细管理提升城市品位

市民纷纷为“焦家文物”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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