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0元助学金助力寒门学子
本报启动“寻找身边寒门学子”活动，同时招募爱心企业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邢振
宇) 24日，高考成绩可以查询了，
对于家庭贫寒的学子来说，得知分
数的那一刻，既喜且忧，忧的是由
于种种原因学费还没着落。如果你
成绩优异，不用担心。今天，本报组
织开展的“寻找身边寒门学子”活
动，资助家庭贫困的准大学生顺利
迈进大学校门。资助标准为每人
5000元助学金。

自2002年起，齐鲁晚报开始举
办利群阳光助学活动。6月6日，齐
鲁晚报《今日章丘》创刊。为了帮助
更多章丘寒门学子，齐鲁晚报章丘

记者站启动“寻找身边寒门学子”
活动，帮助家庭贫困的准大学生顺
利迈进大学校门。资助标准为每人
5000元助学金。欢迎考生自我推
荐，也欢迎学校、老师、同学等向我
们推荐。本报将开设“寻找身边寒
门学子”热线96706，邮箱：qlwbjrzq
@163 .com，学子可通过热线、邮件
等各种方式报名。

同时，本报将开设专栏，展示优
秀寒门学子的励志故事，号召社会
爱心人士捐款，积少成多，帮助那些
寒门学子，捐款可以通过现场募捐、
一对一帮扶等各种形式进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
了让学子们快速学到一技之长，在
未来大学生活中能自力更生，本报
现发出倡议，招募爱心企业和个
人，为寒门学子提供一个暑期岗
位，为这些坚强的孩子打造一个学
习生存技能的平台。对于寒门学子
来说，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利用假
期勤工俭学，更重要的是，通过暑
期岗位这个窗口，可以长见识、学
本领，接触社会。

如果您是企业负责人，那么，
您可以伸出援手，以这种特殊方式
来奉献爱心，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一

个更坚实的起飞平台；如果您是即
将被大学录取、家庭贫困的“准大
学生”，正在为寻找一份暑期工发
愁，请联系我们。联系方式96706，
邮箱：qlwbjrzq@163 .com。

报名条件：今年高考公办本科
录取新生(不含免学费专业)，品学
兼优、家庭贫困，原则上不与其它
公益活动重复资助。提供资料：申
请书或申请表1份(贴1张1寸近照)；
身份证复印件1份；贫困证明1份(户
口所在地乡镇、街道以上政府相关
部门出具)；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份(可在通知书到达后补交)。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
记者 赵克） 21日，章丘
市召开了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治理调度会，各级各部
门各企业要切实做到安全
生产紧抓不懈，隐患排查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
重实效，坚决堵塞漏洞，切
实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好转。

据了解，章丘市自开展
百日安全生产大检查暨打
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对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
等16个重点领域，开展拉网
式大检查，取得明显效果。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做好
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排
查出来的隐患，要盯住不
放，挂牌督办，一抓到底。
各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
高于一切”的理念，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制、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工艺
操作规程，加强生产各环节
的监管；要增加安全通道和
安全出口，配备充足的应急
设备和消防设施，强化职工
安全生产培训、应急及逃生
演练等工作；要加强重点
行业企业管理，对危化品
企业、压力容器制造和使
用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
要重点排查治理，切实提
高安全管理水平。

据悉，章丘市政府督查
室要不间断进行巡查，对排
查治理情况及时通报。各镇
街将对镇办企业、村办企业
和驻地企业、所辖中小学和
幼儿园，进一步排查治理隐
患，坚决避免盲点和漏洞。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杜
彩霞) 法院传票、子女被绑架、短
信中奖，这些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
伎俩让人防不胜防。24日，章丘市
公安局向全市居民发出公开信，提
醒预防当前比较常见的五种电信
诈骗犯罪作案手段，远离陌生账
户，避免个人财产遭受不法侵害。

据报道，近日，章丘一家银行
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案。银行值
班经理与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交
流时得知，一名客户收到短信及电
话，电话那头声称是计生委工作人
员要退其生育保险2800元，要他到
银行办卡、存钱并发生业务，保证
卡片有效，并到ATM听其电话操
作。该值班经理意识到这是一起典
型的电信诈骗，劝客户不要上当，
并向他讲解了类似的案件，客户才
得知自己被骗了。

公开信指出，近期，章丘市发
生多起电信诈骗案件，给受害群众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电信诈骗，是

犯罪嫌疑人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
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的新型诈骗
犯罪活动。此类案件具有隐蔽性
强、跨国境、跨区域作案、犯罪嫌疑
人不与受害人直接见面接触等特
点，现如今已成为诈骗犯罪嫌疑人
的首要作案手段。

警方为有效预防此类案件的
发生，公开了五种常见电信诈骗
手段：虚构子女、朋友、熟人出车
祸、生病、违法需交纳罚款等理
由拨打电话要求受害人汇款；虚
构已将子女绑架，利用电话背景
音(孩子的哭声、打骂声等)造成
家人恐慌，要求家人立即汇款赎
人；冒充公、检、法、司等公职人
员 诈 骗 ：以受害人账户涉嫌洗
钱、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被害
人急于澄清事件、恐惧等各种心
理需求，让受害人将自己银行存
款转入犯罪嫌疑人指定的安全
账户的诈骗行为；以购房、购车退
税为名电话诈骗：犯罪嫌疑人冒充

税务局人员，以“税务局退还购房
契税、汽车购置税”为由，要求受害
人从银行ATM机上利用转账操作
获取退税费用，通过电话提示受害
人操作，将受害人银行卡中的钱转
入犯罪嫌疑人的账户内；中奖诈
骗：犯罪嫌疑人拨打受害人手机，
称其手机号在境内外知名公司或
热播栏目(比如中国好声音、星光
大道)开奖活动中中奖，告知受害
人到银行转账领取奖金，并以其需
交纳个人所得税、服务费和银行手
续费为由等实施诈骗。

针对电信诈骗，公安部门提醒
市民，千万不要存有“贪图便宜”、

“一夜暴富”、“天上掉馅饼”的心
理，注意保护个人资料信息，不可
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
一旦接到陌生电话、信息，要求向
指定账户汇款，应及时和家人协
商，必要时经公安机关确认准确安
全时方可汇款。

看到陌生来电长个心眼
警方公开五种常见电信诈骗手法

8亿“天兵”

防美国白蛾

排查重点行业

安全隐患挂牌督办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蒋龙龙
通讯员 杨阜俊） 24日，记者

从章丘市林业局获悉，章丘市共释
放美国白蛾天敌周氏啮小蜂8亿
头，防治美国白蛾。

章丘市在在前期开展药防的
基础上，采取生物防治方法开展美
国白蛾防治工作。章丘市在双山、

圣井、官庄、刁镇、绣惠、黄河等6个
镇（街道）释放美国白蛾天敌周氏
啮小蜂8亿头，防治面积达5万余
亩。

据了解，释放后的周氏啮小蜂
将会在美国白蛾的蛹中产卵 ,蜂卵
在蛾蛹内发育成长 ,吸尽寄生蛹中
全部营养,从而达到杀死美国白蛾、

控制白蛾数量的目的。
据章丘市林业局工作人员介

绍，周氏啮小蜂除有效防治美国白
蛾外，还可防治杨扇舟蛾、榆毒蛾
和柳毒蛾等鳞翅目害虫，具有不污
染环境、对人、畜和鸟类安全、防治
效果持久、易于同其他防治措施协
调配合、有利于生态平衡等优点。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
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张晓明） 24日，记者从章
丘市工商局获悉，按照“创
卫提升月”活动部署，章丘
工商局积极调动干部职工
参与创卫工作，尤其对市
场内无照经营进行了专项
清理，截止到目前，市场内
业户持照率已达95%以上。

章丘市创卫工作会议
后，工商部门随即召开创
卫动员大会，并对不同行
业讲解不同的创卫标准要
求，指导业户落实整改。同
时专门印制了《市场经营
业户须知》、《业户规范经
营明白纸》、《工商局创卫
宣传画》等材料3800余份，
逐户发放。在监管方面，工
商部门对城区七处市场的
内部档案、上墙制度、市口
标牌、宣传栏等逐项进行
排查和督促完善，要求各
市场及时更新了创卫宣传
栏，做到制度全部上墙，市
口标牌全部设置，农药监
测结果全部上墙公示。对
市场内无照经营进行了专
项清理，6月份新办营业执
照3 0余户，市场内业户持
照率已达95%以上。

工商部门清理

市场无照经营

五种常见

电信诈骗手段

虚构子女、朋友、熟人
出车祸、生病等理由拨打电
话要求受害人汇款；

虚构已将子女绑架，利
用电话背景音 (孩子的哭
声、打骂声等)造成家人恐

慌，要求家人立即汇款赎人；

冒充公、检、法、司等公
职人员诈骗：以受害人账户
涉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

动，利用被害人急于澄清等各种
心理需求，让受害人转账；

以购房、购车退税为名
电话诈骗：犯罪嫌疑人冒充
税务局人员，以“退购房契

税、汽车购置税”为由诈骗；

中奖诈骗：称手机号在
境内外知名公司或热播栏
目抽奖活动中中奖，告知受

害人领奖金，并以需交纳个人所
得税等实施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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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赛落幕
6月23日，章丘市首届商务系统“建行杯”职工篮球赛经过七天

40场次的激烈角逐，最终由山东佳脉气体有限公司摘得桂冠。
见习记者 支倩倩 摄

6月17日下午，章丘市双山三涧小学种植园举行了黄瓜采摘活动。
据了解该校在校园内开辟种植园，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已有多年。通过
这样的实践活动，旨在让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发展，体会到“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见习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栗伟 摄

黄瓜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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