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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莱芜

莱芜将建农村金融服务点

农民存取款不用出村了

◎ 金融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王浩奇 ) 记者从市政府办公室
获悉，为充分发挥农村信用联社
金融支农作用，进一步提升农村
金融支付服务水平，切实改善农
村地区金融服务环境，促进农村
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莱芜将
在市辖区内行政村设立农村金
融服务点。

农村金融服务点是农村信
用联社针对农村实际推出的新
型的服务设施，由莱芜市农村信
用联社提供农村金融自助服务

终端、电话POS、“万村千乡”信
息机等金融设备和技术，莱芜市
将聘用专人管理，在固定场所为
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新型支农
金融服务模式，具有操作简便、
安全可靠、运行稳定等优点，农
民在家门口即可办理基础金融
业务，可节约往返银行的时间成
本及劳务成本，不用出村即可享
受到高效、便捷、安全的金融服
务。

在农村金融服务点的设立
上，主要坚持设在远离金融网点

的行政村。联通公司莱芜市分公
司会积极协助市农村信用联社
及有关行政村做好服务点网线
及电话线的布设工作。

服务点管理人员的聘用将
执行很高的标准，在同等条件下
原农村信用联社的协理员可以
优先聘用。管理员有行政村村民
代表选举产生并经当地农村信
用联社同意，原则上由村委会聘
任。市农村信用社还要对管理员
进行相关培训，力争在年底前实
现“电子机具村村通”。

◎ 声明

纠错声明

本报6月14日C03版《无偿
献血不能满足用血需求》一文
出现两处数字，第一段“目前
莱芜市仅有 3 0 0 0名固定献血
者”为正确的，因排版失误导
致第三段的数字误为300是不
对的，特此更正。

挂失声明

宋秀会遗失保险代理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书 ，证 号 ：
20080637120000000016，特此声
明。

王 成 英 ( 身 份 证 号 ：
371203196703277746)的保险代理
从 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书 ( 编 号 ：
20070937120009000136)丢失，声
明作废。

薛铭宇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H370305150)遗失，声明
作废。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王浩奇) 近日，记者从莱芜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获悉，目前，数字
莱芜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工
作已基本完成，建成后将在莱芜
市政府电子政务专网和互联网
上在线运行，为各级政府和社会
提供在线地理信息服务。

数字莱芜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是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批
准，由省国土资源厅和莱芜市政
府共同建设的省级“数字城市”推
广项目。平台将得到广泛应用，充
分发挥地理信息服务社会、服务
民生的作用，促进信息资源的的
共建共享和综合利用，提升莱芜
市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

数字莱芜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的推广有着重要意义。数
字莱芜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是按照网络化的要求，利用莱芜
市现有多尺度、多类型基础地理
信息资源，依托莱芜市电子政务
专网和互联网等网络环境，构建
的莱芜市统一、标准的电子地图
和地理信息在线服务。

这不仅能统一各个信息系
统的空间定位基准，实现各种信
息的快速集成、共享交换和综合
利用，而且能有效减少各种信息
系统建设中地理信息获取、处
理、存储的工作量和软硬件设
备，大大降低各信息系统的建设
成本，缩短建设周期，避免重复
建设投资。因此，平台推广应用
既是精细把握市情、实现科学决

策和高效管理、促进信息化建设
等的的客观要求，又是实现政务
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促进信息
综合利用等的实现需要，对加快
推进数字莱芜建设，实现莱芜市
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莱芜市在建立基于地理信
息的业务信息系统时，会利用平
台作为统一的空间定位基础，避
免重复建设地理信息；已建成的
会通过整合、改造，尽快过渡到
平台上来。此外，莱芜市还会结
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及时
更新平台数据。同时，还会将相
应部门应公开的信息发布到平
台上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业
务协同。

在线地理信息将服务莱芜

本报6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于鹏飞) 24日，记者从市科

技局获悉，日前，在第六届“中
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颁奖
大 会 上 ，莱 芜 市 在 先 进 集 体
奖、先进个人奖、优秀项目奖
三大奖项中均有斩获，荣膺 6

项“金桥奖”。
此次国家金桥奖评选，山

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荣
获先进集体奖；市技术市场管
理办公室宿玮等2人荣获先进
个人奖；山东能源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的“矿井高低压电网选
漏网络监测监控系统”、莱芜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鲁中
大姜’的良种繁育和丰产栽培
技术研究与推广”等 3个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荣获优秀项目
奖。

据了解，金桥奖由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批准设立，
是国内技术市场行业最高的
权威奖项，每两年评审一次，
主要奖励在全国技术市场工
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和优秀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以鼓励技术创新，
推 进 技 术 转 移 。本 届“ 金 桥
奖”以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为主线，落实“自主创新、重
点 跨 越 、支 撑 发 展 、引 领 未
来”的方针。

◎ 技术

技术市场金桥奖

莱芜捧回6个

本报6月24日讯(见习记者
于鹏飞) 日前，莱芜市新艺粉末
冶金制品有限公司实施的省自主
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年
产1万吨汽车用高性能粉末冶金
零部件”项目顺利通过省科技厅

专家组的评审验收。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温压成

形、高速压制成形技术与模壁润
滑技术相结合，批量生产了高性
能粉末冶金链轮、主动齿轮、中心
盘毂、同步器齿毂等产品，开发了

高精度模具和精确控温加热系
统，完成了汽车用高性能粉末冶
金零部件生产线的建设，产品技
术指标达到了项目合同要求，专家
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目
前，该项目已授权国家专利9项。

◎ 科技

莱芜一省重大科技项目通过验收

◎ 服务

h i !大家好 ,我叫刘佳淇 ,今年3岁了 ,来自莱芜市机关幼儿

园。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我最喜欢唱歌跳舞还有和小伙

伴一起玩。爸爸妈妈希望我将来当一名飒爽英姿的解放军战

士，这不刚给我理了短发，还穿上了好看的衣服。可是这两天

天气预报说下雨，得穿厚点，不知道能不能接着穿这件新衣

服。

莱芜天气预报

25日 星期二 阴转多云 30～22℃ 微风

26日 星期三 多云 33～23℃ 微风

27日 星期四 多云 34～23℃ 微风

生活指数

运动指数 较不宜运动，请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

洗车指数 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

感冒指数 感冒机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穿衣指数 天气热，适合穿T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

化妆指数 请选用露质面霜打底，水质无油粉底霜。

旅游指数 感觉有些热，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天气哦。

紫外线指数 辐射较弱，涂擦SPF12—15、PA+护肤品。

空气污染扩散指数 易感人群应适当减少室外活动。

昨日莱芜PM2 . 5为180

“聊天”宝贝征集启事

本报免费征集“聊天”宝贝，家长

可将宝贝照片及个人资料(姓名、出生

日期、所在幼儿园或者学校、个人爱

好、特长以及父母的期望等 )发送邮

件到qlwbjr lw@163 .com,也可将资料

送至莱芜市文化北路46号市工商局

七楼齐鲁晚报《今日莱芜》编辑部。

欢迎幼儿园及儿童摄影机构组团报名。

刘刘佳佳淇淇

★本周星运★

白羊座 03/21-04/20

事业运拉升,之前想要争取的东
西,本周尘埃落定；财运尚可,需从整体
来考虑投资计划,财务状况明显改善；
健康上,手臂和肩膀容受伤；爱情是一
种单纯的感动。

金牛座 04/21-05/20

事业运不稳,状况多变,见机行事
方可提高成功几率,意外增多；财运中
上,创收机会增多,意外花销项加大；健
康上,喉部和颈部易感不适；爱情是近
乡情怯。

双子座 05/21-06/21

事业运拉升,思维和现实节奏同步,项
目成功几率高；财运吉,财神相助,理财
投资收益大幅提升；健康上,易发烧和
发炎；爱情是一种高回报率的幸福投
资。

巨蟹座 06/22-07/22

事业运拉升,想法和行动达成一
致,执行力高,直奔主题；财运中上,赚
钱意愿拉升,投资运显著改善,注意开
源节流；健康上,脚部易受伤；爱情是
一种随缘的美丽。

狮子座 07/23-08/22

事业运回稳,不要意图再向前冲
什么,好好清理旧账再说；财运尚可,理
财投资触觉敏锐,小心合同损失；健康
上,脚踝是易受伤；爱情是近之不逊,远
之则怨。

处女座 08/23-09/22

事业运不稳,意外增多,执着的想
法开始松动,切忌忙中出错；财运佳,正
财收入增长,收支盈余有望；健康上,膝
盖和关节易感不适；爱情是在繁华处
孤寂。

天秤座 09/23-10/22

事业运佳,明确目标,有清晰的执
行计划,项目进展顺利；财运中上,用钱
目的明确,投资出现套利时机；健康上,
易出现麻痹感；爱情是赢家的幸福套
餐。

天蝎座 10/23-11/21

事业运稳中有升,职场峰回路转,
混乱中撞到机会,不要错过好时机；有
红利、奖金等惊喜入账 ,博彩运气增
强；健康上,易失眠；爱情是一种心情
流浪。

射手座 11/22-12/21

事业运不稳,水星逆行在本周开
始 ,影响交流 ,建议量力而行；财运起
伏 ,无侥幸收获 ,提防借贷欺骗；健康
上,易感烦躁；爱情在灯火阑珊处。

摩羯座 12/22-01/19

事业运居中,团队合作、职场社交,
会成为职场重点；财运平平,收入增长
和所处团队捆绑,提防预算超支；健康
上,腹部易感不适；爱情是幸福当季限
量。

水瓶座 01/20-02/18

事业运波动,面临被挑剔,被比较
的局面,建议泰然处之；财运尚可,节俭
意识占优,积蓄看重,长线投资看好；健
康上,心脏和脊柱易感不适；爱情是浅
尝细酌。

双鱼座 02/19-03/20

事业运拉升,出现个人表现的机
会,加分项为创意和领导才能；财运佳,
出现创意获利机会,忌奢华浪费；健康
上,胃部易感不适；爱情是幸福的丰收
季节。

◎ 星座

635年06月25日 唐高祖李
渊驾崩

1866年06月25日 左宗棠在
福建奏设船政学堂，成为中国
最早的海军学校

1939年06月25日 苏联向中
国提供巨额贷款

1942年06月25日 隆美尔攻
入埃及

1948年06月25日 苏联对柏
林实行封锁

1950年06月25日 朝鲜战争
爆发

1951年06月25日 世界首次
播出彩色电视节目

1955年06月25日 南非人民
大会召开

1975年06月25日 我国与莫
桑比克建立外交关系

1982年06月25日 美国国务
卿黑格辞职

1982年06月25日 意大利工
人大罢工

1991年06月25日 斯洛文尼
亚和克罗地亚独立

1998年06月25日 美国总统
克林顿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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