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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护护斑斑马马线线””，，保保孩孩子子安安全全
本报与团省委启动护学行动，面向全省征集志愿者

2013山东财经

风云榜揭晓

本报济南3月2日讯 1日，由大
众报业集团主办、经济导报社和山
东财经大学联合承办的“山东势力·
2013(第11届)山东财经风云榜”评
选在济南揭晓，山东十大财经风云
人物、服务品牌和最具潜力品牌奖
项各归其主。

山东广电网络集团董事长刘保
聚、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安郁杰、山东开来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峰、山东海王银河
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孔宪俊、天同
宏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卞学
祥、东营海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宁鲁光、日照冠华集团董事长
申维君、花冠集团酿酒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念波、莱州玉磊石材有限公
司总经理孙玉林、青岛贝尔特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荣军，荣膺

“2013山东十大财经风云人物”称
号。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广
发银行济南分行等10家企业捧得了

“2013山东十大服务品牌”奖项。山
东大地肉牛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等10家企
业获得“2013山东十大最具潜力品
牌奖”。 （本报记者）

日照补选王均秀

为道德模范候选人

本报日照3月2日讯 (记者 张
永斌) 近三十年不离不弃，嘴对嘴
喂养一个捡来的残疾女婴，日照市
东港区58岁的农妇王均秀和家人的
事迹感动了很多人(本报2月27日
A08版报道)，王均秀被补选为日照
市第四届道德模范候选人。

日照市第四届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正在开展。活动由日照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
妇联组织。日照市文明办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看到本报对王均秀及其
家人的事迹报道后，已经将她补选
为日照市第四届道德模范孝老爱亲
类候选人。

73岁“护娃”老太要寻接班人

本报济南3月2日讯(记者
尹明亮) 2月28日下午，在

济南市经五路与三里庄东街
路口，73岁的“济南市责任市
民”刘翠玉又出现在了大梧桐
树下，陪伴她的是一辆锈迹斑
斑的电动三轮车，还有胳膊上

“治安巡逻”的红袖章。
经五路小学的孩子放学

时间快到了，刘翠玉走到一个

路口去看看。“道很窄，接孩子
的车又多，孩子们放学后跑来
跑去总让人心里不踏实。”刘
翠玉说。

1992年退休后，刘翠玉就
成了她所在的睦和苑社区的

“多事老”，而她管的很多事都
是为了孩子。虽然腿脚不灵
便，但老太太总是每天早起，
不到七点就出现在经五路与

三里庄东街路口的梧桐树下。
“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车辆多，
路口停上一辆车，其他车辆就动
弹不了了，大人小孩都在车空里
钻，我在这儿看着，有停车堵着
道的就跟车主说说。”刘翠玉说。

在社区居民的记忆里，刘
翠玉坚持了十几年，一直如此
热心。睦和苑社区居委会主任
郑国霞告诉记者，刘翠玉的热

心和坚持感动了很多人。
如今，刘翠玉的孙子都已

经工作了，73岁的刘老太太依
然把“管闲事”当做自己的乐
趣，但她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她的行动中来。“年纪
大了，精力也有限，尤其是现
在腿脚不灵便，做点志愿服务
是好事，要是有更多年轻人参
与进来就好了。”刘翠玉说。

本报济南3月2日讯(记者
尹明亮) 3月5日学雷锋日

就要到了，为让所有孩子平安
穿过校门前的斑马线，共青团
山东省委与齐鲁晚报共同发
起齐鲁志愿者“守护斑马线”
活动，于3月5日在全省启动，
现面向社会征集志愿者。

无论城郊还是市区，孩子

们成群结队过马路，在车水马
龙中，孩子的安全让家长担
心。

从孩子走出校门的那一
刻起，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安
全，需要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努
力。

今年3月5日是第15个“中
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也是

“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发出
后的第 5 2个年头。“我是雷
锋”，这是两年前齐鲁志愿者
服务团成立时的口号，在今年
3月5日学习雷锋日，齐鲁志愿
者“守护斑马线”志愿服务团
将在全省各市同步成立。

守护好斑马线上的生命，
守护你我身边的每一个孩子，

如您有意参加“守护斑马线”
志愿服务团，请拨打本报热线
96706126报名，报名时请说明
您所在的地区，我们将据此安
排志愿服务区域。

同时，如果您的孩子所在
学校附近的道路需要志愿服
务“守护斑马线”，也请告知我
们。

省纪委通报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两两学学校校领领导导超超标标用用公公车车受受处处分分
本报济南3月2日讯(记者

高扩) 山东省纪委日前对8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分别是：

齐鲁师范学院违规超标
配备使用公车，接受合作单位
安排公款游览，省纪委给予时
任山东教育学院(现齐鲁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刘步俊、齐鲁
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尹方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对其他相关人
员作出处理，并责令退回应由
个人承担的游览费用，违规车
辆按规定处理。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要求
合作单位捐赠并违规使用超
标 车 、未 经 审 批 组 织 出 国
(境 )，省纪委给予学院党委

书记狄保荣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院长宋德利党内警
告处分，违规车辆按规定处
理。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稽查局违规使用办公经费和
工会经费发放购物卡、物品，
稽查局局长田宜勇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被责令退回
违规发放的购物卡和物品费
用。

省贸促会调解中心违规
发放礼品，调解中心副主任
(主持工作)王京贵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被责令退回违
规发放礼品的费用。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离退
休干部管理科借调人员吴建

辉违规驾驶警车、公车私用，
造成不良影响，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负有监管责任的离
退休干部管理科科长曲庆爱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
通运输局稽查大队大队长梁
亮公款宴请，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相关人员被责令承担
宴请费用。

枣庄市薛城区人口计生
局元旦期间违规发放挂历，局
长李继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相关人员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

平原县职业中专学校校
长王金东为其女儿大操大办
婚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

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礼金予以收缴。

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省委实施办法的自觉性、坚
定性，认真执行《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相关
规定要求，持之以恒改进作
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
扭住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省委实施办法不放，进一步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
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严格责任
追究，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
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坚决
防止“四风”问题反弹，以实际
成效取信于民。

环球自然日

山东赛区活动启动

五五金金店店深深夜夜起起火火三三死死一一伤伤
事发青岛，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本报青岛3月2日讯(记者
曹思扬 周衍鹏) 2日凌晨

3时04分，青岛市泰州一路17
号居民楼一楼的一家五金店
发生火灾，居住在店内的一家
四口，男老板被烧伤，妻子和
两个女儿遇难。火灾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2日早上，记者闻讯赶到
泰州一路的事发现场，看到消
防、公安人员正在店内调查，
五金店的大门烧毁，店内一片
狼藉。隔壁一家服装店的塑钢
门被烧得只剩下骨架。

服装店老板告诉记者，2
日凌晨3点多接到电话称店里
起火了，他赶紧起床从家里赶
到店里，看到隔壁五金店起
火，消防队员正在救火，“当时
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没有
了呼吸，她们的父母也都被烧
伤，母亲伤得最重。”服装店老
板说，他的店损失了十几万元
的货，都是刚进的春装。

与五金店相邻的一家茶叶
店的老板称，五金店老板的大女
儿平日上班不住在店里，周末回
店里住，小女儿在上学，平日和

父母住在店里。“这家店开了十
多年，生意很好，老板一家是外
地农村来的，人也很好。”

记者从青岛市市南区相

关部门获悉，火灾发生在凌晨
3时04分，五金店过火面积约
50平方米，死者为46岁女性赵
某及其23岁大女儿和15岁小

女儿，赵某的丈夫因烧伤在青
岛市立医院本部治疗，目前生
命体征平稳。火灾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头条相关

五金店大门被烧毁。 本报记者 周衍鹏 摄

30年嘴对嘴喂弃婴

本报济南3月2日讯 (记者 乔
显佳 ) 虽然很多小朋友不能到非
洲，但现在非洲来到你身边了。2日，
2014“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
知识挑战赛活动在山东博物馆举行
启动仪式，今年将继续邀请优秀师
生到非洲、大洋洲等地感受独特的
动物种群。

“环球自然日”活动由环球健康与
教育基金发起，是一项旨在更好发挥
博物馆对青少年教育功能的超越国界
公益活动，由基金会主席肯尼斯·贝林
发起倡办，今年活动主题是“适者生
存：应变、不变与可持续发展”。

山大附中兼山大辅仁学校校长
赵勇组织200多名孩子参加“环球自
然日”活动，他说，通过参加“环球自
然日”活动，可培育孩子从小养成探
索大自然和世界的精神，对孩子进
行人文科学素养的熏陶。

据介绍，贝林先生为山东博物
馆捐献了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近
400件野生动物标本，今年将以“非
洲动物大迁移”为主题进行展览，今
后孩子们到省博自然展厅参观，可
打开个人探索之旅的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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