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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长清

每个平衡阀打磨好抹好机油
天热了，热电中心开启设备检修模式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教育部办公
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学校
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
策部署，长清区市场监管局平安
市场监管所积极主动做好疫情防
控和春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该所一方面根据疫情精准有
序扎实做好推动复工复产复学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全力
保障复学后广大学生食品安全和
身体健康，严防发生群体性食源
性疾病事件。

该所的具体做法是：第一，进
一步加强与教育、公安部门配合，
紧密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做到同研究、同部署、同
推动，确保学校复学后食堂和校
园食品安全。

该所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
针对疫情时间和学校寒假时间
长、贮存的食品原料易过期变质
特点，重点做好食品原料等的食
品安全隐患排查。

第二，进一步强化学校及学
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加大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力

度。在工作中，他们主动会同教
育、公安部门既依法履职，也强化
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该所针对学校实际情况，根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依法科
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中3个有关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的要求，结合
自身实际，制定并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具体措施，重点是认真排查从业
人员健康状况，严格采用蒸煮、热
力消毒柜消毒等多种方式消毒餐
饮具，保持加工制作和就餐场所清
洁卫生，定期通风换气。

该所要求学校要按照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管理，
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纠；要
全面核查清理所有食品原料，重
点是已开封使用的食品原料，防
止过期变质；在加工制作食物时，
应保证食物烧熟煮透，生熟分开。

第三，积极配合教育、公安等
部门，邀请区局餐饮科到辖区指
导工作。在当地党工委、办事处的
组织领导下，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制，统筹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春
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制定
方案，细化措施，将工作抓紧抓实
抓细。全力保障广大师生食品安
全和身体健康。
（通讯员 邵绪强 李士民）

本报讯 4月13日，济南市园
林和林业绿化局副局长郑兆亮一
行四人，来到长清区开展林业产业
扶贫督导检查工作，区园林和林业
绿化局副局长郝延东及种苗站、果
树服务科、森保站、林业站相关负
责人参加工作汇报座谈会。

检查组详细了解当前产业扶
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致贫原因及
产业扶贫工作帮扶情况，随后听取
了郝延东副局长关于长清区林业
产业扶贫工作措施、存在问题、下
步安排等方面的汇报，察看了产业
扶贫档案材料，检查组对该局林业
产业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取得的
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下一

步如何推进工作、夯实扶贫成果提
供了建议和指导性意见。

自林业产业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长清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高
度重视、认真谋划，研究制定实施
方案及帮扶措施，明确林业扶贫
举措，充分发挥了林业技术人员
的作用，下一步该局将继续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林业产业扶
贫工作，加大政策宣讲培训力度，
将各项扶贫惠民政策宣传到位，
将政策落实到户、落实到人，加强
督导检查，发现典型、推广经验，
以点带面，早日实现农村贫困群
众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稳定脱贫
的目标。 （通讯员 王磊）

本报讯 高三学生复课，为
确保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助力
学校顺利开学，4月10日上午，济
南水务集团长清有限公司“四化
两创”工作组专门成立“助力复学
服务”小组，先后到长清一中、长
清二中、长清职专等学校开展“助
力复学、精准服务”活动。

按照集团“四化两创”指导原
则，长清公司积极与区教体局联
系对接，准确了解师生教学场所

详情，建立服务台账进行逐一梳
理，做到水质检测高标准、设施排
查“全覆盖”、涉水问题“全处
理”，让孩子们复学后喝上“放
心水、安全水”。现场讲解疫情
期间用水注意事项，对供水设
备进行现场保养冲洗。长清公
司管网管理部、宣传文化部、客服
中心、维修部、营业部、化验室等
多部室联合参加。

（通讯员 张庆雨 田静雯）

本报讯 4月11日上午，第五
届山东和正牡丹花卉节在济南市
长清区金箭山森林景区山脚下的
和正牡丹园拉开序幕，这次踏青
游园赏花活动将持续十天左右。

该园区也是长清区新型职业
农民的田间课堂和实训基地，借这

次赏花游园活动，长清区农广校联
合长清区新型职业农民协会组织了
近四十名会员，携带优质农产品举
办农产品展销活动，借此机会广泛
宣传长清区新型职业农民及其生产
加工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创品牌，促
进精品生产。（通讯员 于婷婷）

本报讯 近日，随着疫情
形势向好向稳，各行各业复工
复产进度加快，在建建筑施工
工地都在抢抓工期，为防止建
筑工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现
象，减少“12345”市民热线反映

“夜间施工噪音扰民”投诉，给
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安静的休息
环境，济南市长清区城管局从
细节入手，从小处着眼，坚持问
题导向，结合当前开展的城市
品质提升行动，近日，组织执法
人员对长清主城区内7家施工
工地进行了夜查。

据悉，根据有关管理办法
和规定，根据施工工艺要求，确

实需要夜间施工的，需到环保
部门按相关规定办理夜间施工
许可证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施
工；同时，长清区城管局要求施
工单位尽量调整作业时间，减
少夜间噪音扰民。

执法人员于4月8日夜间9:
40开始，先后深入到长清主城区
内大柿子园旧村改造、碧桂园项
目、保利、济水学苑、世茂广场、城
拓、恒大等7家项目工地进行拉网
式摸底排查。通过摸底排查，绝大
多数施工工地都能遵守夜间施工
规定，按时停止施工，保障周边市
民休息。对部分存在夜间施工
的单位，执法人员进行了及时

劝阻，施工负责人也积极配合
停止施工。为有效防止施工工
地与执法人员玩“躲猫猫”，执
法人员在22：00—24：00开展多
次巡查监控，防止、减少夜间施
工噪音扰民，给市民营造一个
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

区城管局将结合当前开展
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把夜查
施工工地作为一项长期性、定
期性的制度坚持，下一步，将继
续加大夜查巡查管控力度，强
化对建筑工地夜间施工监管，
最大限度减少施工产生的噪
声，给市民营造安静舒适的休
息环境。（通讯员 董林豹）

本报讯 三名青年翻墙进入
济南长清区合龙寺，盗走功德箱
内的捐款。4月9日，经报分局批
准，万德派出所依法给予盗窃财
物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李某行
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

经查，2020年03月20日下
午，济南市长清区万德街道合
龙寺内发生一起盗窃案件，被
盗功德箱内现金一宗。案发后，
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万德
派出所迅速展开调查。

民警调取了寺院案发现场
的监控录像，发现了三名重点
嫌疑对象，但并没有发现嫌疑
人更多的信息。由于合龙寺位
于万德街道和南山区仲宫街道
交界处，位置偏僻，加上疫情期
间人员稀少，民警对寺院人员
及附近群众展开走访，其中有
附近村居的网格员提供了一条
重点线索：有人看见案发时间

段有三名陌生青年沿公路从仲
宫方向到过合龙寺附近。

随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三
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居住村
居，并联系到三名嫌疑人所在
村居的干部及其家属，敦促嫌
疑人尽快到公安机关投案。

在警方的工作压力下，3月26
日，盗窃违法嫌疑人李某、甄某、

陈某等三人先后到万德派出所投
案。经查，李某等三人对盗窃合龙
寺内圆通殿功德箱内现金300余
元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李某、甄某、陈某等
人因盗窃，已被长清警方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通讯员 费聿凡）

本报4月16日讯（记者 于
梅 通讯员 肖磊） 供暖期
过了，热电厂里的工作人员是
不是清闲了？答案是并没有。近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
长清区热电中心了解到，每年
停暧后，热电中心的检修工作
才刚刚开始。

在热电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锅炉、换热站要进行全
面的技术改造和检查维修，像
保养阀门、清洗换热片等工作，
都直接影响到供热设备在下个
供暖季节能否安全稳定运行，
为此，供热中心制定了详细的

网格化管理制度，每个检修项
目落实到责任人，从而更好地
确保下一个采暖季运行安全稳
定。

随后，记者来到了文昌花
苑小区，此时，热电中心的工作
人员正蹲在地上打磨一个平衡
阀，然后将打磨好的平衡阀涂
抹好机油，最后又安装到管道
井内。“为了防止平衡阀生锈，
我们在供暖季结束后都要进行
维护，一般情况就是打磨和上
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阶
段主要工作是保养各小区的阀
门，这也是非供暖季期间工作

量最大的一个。就拿文昌花苑
小区来说，除了换热站的阀门，
小区里还有280个球阀、140个平
衡阀，每一个阀门都要保养。”长
清区热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供热检修工作任务繁多，责任重
大，关系到下个供暖季用户的用
热效果，所以一定要认真落实好
检修工作。

据了解，疫情期间，长清区
热电中心在保障好居民用暖的
前提下，积极落实好防疫工作，
并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在各防疫
点认真做好进出人员的登记和
体温测量工作。

仨青年翻墙入寺撬盗功德箱被拘留

为市民创造良好的休息环境

长清区城管局夜查施工噪音扰民

长清区市场监管局平安市场监管所

全力保障学生食品安全

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调研林业行业扶贫

济南水务集团长清有限公司

“助力复学、精准服务”

牡丹花卉节开幕，职业农民搭舞台唱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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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拍到的三名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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