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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八万盆菊花
等你来品鉴

第41届趵突泉金秋菊展启幕，为期一个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魏楚梦

斗菊大赛同步进行

“没想到秋天的趵突泉边有
这么多菊花！”“好像进了仙境一
般!”25日上午，多个旅行团汇集
于三股水周边，外地游客变换各
种角度拍照留念的同时，对眼前
美景赞不绝口。

今年的菊展共呈现菊花小
景、菊花造型、专项品种菊、品种
菊、大立菊、大悬崖菊、扎菊、案头
菊、盆景菊九大菊花展项。依托灵
动的泉水、典雅的古建与花卉名
木，现场还布置了16组匠心独运
的菊花造型和小景。400余个菊花
品种、8万多盆娇美艳丽的菊花，
为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菊花盛
宴，展现生态济南之美。

菊展期间，还将举办百菊赛、
斗菊大赛、插花展、书画展等精彩
纷呈的文化活动。其中，深受市民
游客喜爱的斗菊大赛将于菊展启
幕首日同步进行。

三条黄金游线不容错过

趵突泉景区作为本届菊展的

主展区，为广大游客营造“三条游
览线路”。

第一条路线由景区南门进
入，首先呈现给市民游客的是“一
带一路”主题菊花小景。这处长达
五六十米的小景由菊花唱主角，
搭配骆驼、丝带、5G网络、海上船
只等用各种材料体现的“一带一
路”特色元素，用栩栩如生的菊花
组合展现近年来“一带一路”合作
共赢的蓬勃局面。

第二条线路由景区东门进
入，可将菊花小景和千姿百态的
品种菊尽收眼底。集中在龟石广
场的菊花小景匠心独具，有的小

景走典雅风，将菊花与山石、景亭
结合，展现庄重优雅之美；有的小
景将菊花与水车、小舟、稻谷融为
一体，极富生活气息；还有的小景
走可爱路线，将菊花与小象、小
鹿、兔子等萌宠放在一起，不光牢
牢吸引小朋友的目光，大人见了
也挪不开脚。

第三条线路：由景区北门进
入，游客将观赏到以“菊瀑清泉”
为主题的氛围布展景区。活灵活
现的扎菊龙造型；花枝倒垂、姿态
优美的悬崖菊；花色艳丽、玲珑秀
气花艺挂菊各具特色，将生机赋
予秋日园区。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任玉停

现场：
分类亭垃圾桶被上锁
其余桶均能正常使用

据鲁能领秀城27区的业主李
先生介绍，前不久他们小区刚引
进了一些智能垃圾桶，并设置了
垃圾分类亭，里面按照垃圾类型
安装了四个垃圾桶，对此居民们
都感到很高兴，认为是一件有利
于环保的好事。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分类
亭里的垃圾桶却无法使用。“四个
垃圾桶，全都被上了锁。”李先生
告诉记者，上周他来准备把家里
攒积许久的废旧电池扔到有害垃
圾桶里时，却发现四个垃圾桶全
都被上了锁，“好端端的垃圾桶为
什么要上锁？这不就成摆设了
么？”李先生疑惑地问道。

23日上午，记者在小区看到，
在27号楼东侧崭新的灰色亭子便
是分类亭，里面整齐摆放了蓝、
红、绿、灰四个颜色不同的垃圾
桶，每个垃圾桶上方空白处以及
通身均贴有标识，分为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
圾。四个垃圾桶的桶口处均被上
了锁，无法打开投放垃圾。

除了分类亭外，每个单元楼
下都配备了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
两个垃圾桶，另外，在16、17、18、
19号楼以及道路两侧还设有厨余
垃圾桶或不可回收垃圾桶，均能
正常使用。

物业：
分类亭主要是宣传试点
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23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小区
物业。对此，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回
应，现在济南正在大力推行垃圾
分类，他们按照街道的要求，上个
月采购了一批智能分类垃圾桶，
在小区的入口处和显眼位置设置
了分类亭和信息公示亭。

“首先，分类亭只是作为一个
垃圾分类宣传试点，向居民宣传、
引导垃圾分类，增强居民垃圾分
类的意识。并不是说每个单元楼
下面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设置分类

垃圾桶。”另外，该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并不具备垃圾分类回收的条
件，他们也是在征求了十六里河
环卫所的同意后才将分类亭里的
垃圾桶上了锁。

环卫所：
并非闲置不用
将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对此，十六里河环卫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设置分类亭的目的确实
主要是为了起到宣传的作用，引导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但同时也承担
了一定的垃圾投放作用。

“可能是我们和小区物业在
沟通上出现了偏差。”上述负责人
表示，目前处在实行垃圾分类的
起步阶段，为了防止出现垃圾混
扔的情况，又考虑到鲁能领秀城
小区内督桶员和分拣员配备不到
位的实际情况，所以同意了小区
将垃圾桶上锁的行为，但并不是
闲置不用，而是实施定时投放。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需要
日收的垃圾有两类，分别是厨余垃
圾和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则是每月
收集一次，“厨余垃圾是每天两个小
时集中投放，有害垃圾是每个月的
第一个周集中投放，这样可以有效
避免居民垃圾混扔。”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环卫所对
垃圾实行分类运输，并不会出现混
装、混运情况。“之后我们会加强和
物业之间的沟通，督促他们尽快配
齐相关设备以及督桶员和分拣员。”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也计划举办一
些垃圾分类宣传进社区的活动，向
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
为进一步发挥图书馆在倡导
阅读、引领阅读方面的重要
作用 ,向社区居民群众宣传图
书馆的资源与服务，1 0月 1 9
日— 1 0月 2 3日，济南市历下

区图书馆先后走进老石沟社
区、盛福家园社区、甸柳第三
社区开展“阅读温暖人心，服
务传承文明”服务宣传周活
动，受到社区居民群众的热
烈欢迎与一致好评。

历下区图书馆进社区
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
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袁
帅） 10月21日下午，济南市中
区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组
织年度第12次集中学习，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中央党
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
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开展学习
研讨。区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成员结合学习思考和自身
工作，作重点发言和交流发言。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
主任王蒙主持活动并讲话。

王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既有认识论，又有
方法论，既有哲学高度，又可指
导实践。纪委监委班子成员一
定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
贯彻、走在前面，全区纪检监察
干部必须下苦功、真正学、彻底
悟。要将系列重要讲话与《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联系起
来原原本本学，把本机构工作
方法和职责摆进去，从中找指
针、找方法、找路径，做到学习
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

王蒙要求，要找到贯彻落
实的着力点和切合点，准确运
用重要讲话精神指导做好纪检
监察各项工作，始终立足于服
务发展，始终立足于服务群众，
坚持工作重点在哪里，监督就
跟进到哪里，确保哪里有群众
的呼声和需要，哪里就有纪检
干部的身影，不断开创事业发
展新局面。

王蒙强调，纪检监察干部
作为党的忠诚卫士，更要带头
锤炼作风、增强解决问题的能
力，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务实意
识、一流意识，把抓落实作为推
进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发扬

“工匠精神”，增强学习能力、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执行能力和
改革创新能力，切实做到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用最出色的成
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
托，争当全区干部的表率。

会上，还对做好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
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主题展览”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提出要求。

市中区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开展年度第12次集中学习

10月25日，济南市第41届趵突泉金秋菊展如期举行。记者在景区看到，趵突泉畔菊香四溢，菊韵悠悠，
一派盎然秋意。据悉，本届菊展以“菊韵趵突、泉甲天下”为主题，自10月25日持续至11月24日，为期一个月。

智能分类垃圾桶为啥上了锁
居民质疑为何闲置不用，环卫所称是定时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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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济南正在大力推行垃
圾分类，不少社区也陆续引进了
智能分类垃圾桶等相关设备。然
而，家住济南市中区鲁能领秀城
27区的业主李先生向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反映称，小区里的分类
垃圾桶上了锁，居民无法使用，完
全成了摆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分类垃圾桶上了锁。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者 刘飞
跃）“我要爬遍济南的山体公园！”10月
25日上午，省城天高云淡，气候温和，济
南市2020首届市民登山节在华山地质公
园举行启动仪式，济南陆续提升140座山
体公园，辐射近千社区，40余处市区山体
公园地图也进行了公布。

重阳登高，古已有之。10月25日既是
周末，也恰逢重阳节，天气晴好，一大早
华山景区就来了不少来此遛弯登山的市
民。在重阳节到来之际，2020首届泉城市
民登山节在25日上午华山景区正式启
动。

据了解，市民在山下领取登山护照，
在登山途中打卡留念，凭借此护照可以
到全市40个风景好、有特色的山体公园
进行集签章活动，这项活动吸引了许多
市民参与。

启动活动上，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
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城区山体修复绿
化及山体公园介绍情况。近年来，济南市
大力实施山体修复、绿化提升和山体公
园建设行动，创造性地将近郊山体打造
成优质便利的市民休闲健身游憩好去
处。截至目前，全市陆续完成山体绿化提
升140座，建成并开放山体公园66处，辐
射居民社区近千个。

据悉，截至2019年底，济南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为41 . 38%，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3 . 01平方米，绿色生态空间不断扩
大，市民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
强，济南荣膺“国际花园城市”。

记者在现场看到，主办方从中选择
了40处风景秀丽的山体公园，并公布了
山体公园地图。其中，历下区9座，分别
为佛慧山、牧牛山、转山、燕翅山、茂岭
山、葫芦顶、平顶山、洪山、荆山；市中
区有14座，分别为英雄山、郎茂山、小
姑山、泉子山、卧虎山、万灵山、金鸡
岭、鏊子山、小东山、小龟山、长更山、
透明峰、蝎子山、鼓楼峰；槐荫区有3
座，分别为腊山、匡山、丁字山；天桥区
1座，为药山；历城区有7座，分别为华
山、唐冶山、卧牛山、凤凰山、龙凤山、
围子山、将山；高新区4座，分别为大山
坡、涵玉公园、舜奥公园、阁老山；长清区
2座，分别为文昌山、北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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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展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前来写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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