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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市市食食药药稽稽查查支支队队挂挂牌牌成成立立
原市药品稽查大队和市食品化妆品监督所撤销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侯峰) 22日，市商务工作会

上指出，泰安今年将培育推荐1
-2条省级特色街。投资瞄准重
点项目，力争引进世界500强投
资的项目10个左右。

22日，泰安市市商务工作
会在市政府大楼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2013年全市完成合
同外资5 . 26亿美元、实际外资
3 . 07亿美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24 . 85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首次进入千亿元城市行列，
增幅全省第3位。泰山区通过商
务部“全国社区商业示范区”评
审，为全国第5家，全省第1家。

据了解，到目前全市仅有
世界500强投资项目4个。会议
指出，泰安今年将全力实现“招

大引强”，瞄准与泰安市产业契
合度高的世界500强和跨国知
名企业，以“两市 (京沪 )、两地
(港台)、两国(日韩)、两洲(美欧)”
为主攻方向组织开展系列专业
化招商活动。力争引进世界500

强投资的项目10个左右，跨国
知名企业(机构)投资项目20个
以上。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特
色商业街区建设也将摆在重
要位置。泰安将研究提出《加
快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发展的
意见》，推进特色商业街区成
为城市的重要标志，培育推荐
1- 2条省级特色街。形成以特
色商业街、特色餐饮、特色店
铺、老字号为核心的特色商业
多元发展格局。

今年培育一至两条

省级特色商业街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赵苏炜 通讯员 赵杰) 22日，
泰安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正式
成立。同时，原市药品稽查大队
和市食品化妆品监督所撤销。

2 2日上午，在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会议室内举行了市食
品药品稽查支队揭牌仪式。据
了解，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是
将原市药品稽查大队的职责、
市食品化妆品监督所承担的食

品化妆品执法监督职责、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局承担的食
品生产环节执法职责整合，隶
属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
理。

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作为
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
属的行政执法单位，其主要职
责是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委托，承担食品、药品、医疗器
械和化妆品违法案件的查处和

投诉举报受理工作；按规定开
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
告监测工作；承担重大活动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的
成立，会进一步加大市食品药
品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在净化
和规范食品药品市场、保障公
众饮食用药安全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说。

4499路路公公交交串串起起三三个个进进山山口口
途经桃花峪、天外村和红门，为环山路西段首条公交线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林慧 赵玉
涛) 26日起，环山路西段将开通
首条公交线路49路，首末站为桃
花峪、红门。该线路串联桃花峪、
天外村和红门景区，沿途设立14

个公交站点，票价2元。
将于26日开通的49路公交线

(桃花峪——— 红门)，单程长约16公
里，配备4台CNG中巴车，运行总
时间约50分钟，运行间隔时间约25

分钟，票价为2元，沿途设立桃花

峪、南麻套、大鼓山村、泰山学院、
蓄能电站、常家庄、樱桃园村、梨
园村、王庄、市人大市政协北门、
天外村、普照寺进贤村、泉盛大酒
店、红门14个公交站点。

“以前到桃花峪仅有16路公
交线路，49路开通后，桃花峪、天
外村、红门三个进山口完全串联
了起来。”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说，
以后随着环山路西段周边地区
的逐步开发，客流增多后，将适
时增加或更新运行车辆，缩短运

行时间。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介绍，随着泰城西部发展，环
山路西段沿线居民小区逐步增
多，驻地单位有所增加。49路车
开通后，加上东岳大街现有的4

路和16路公交线路，桃花峪景区
及环山路西段公交车问题将得
到有效解决，可以更好地决环山
路西段公共交通问题，方便泰城
环山路西部游客、居民及驻地单
位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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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3影讯
七星彩 第14045期 9 0 2 9
1 5 3

排列3 第14104期 5 7 6

排列5 第14104期 5 7 6 2 0
(孙静波)

双色球 第2014044期 04 09
21 27 28 33 + 12
3D 第2014104期 9 5 7
23选5 第2014104期 05 06
07 17 18

(孙静波)

泰山区:多云间晴 气温:13-26℃
岱岳区:多云间晴 气温:13-25℃
高新区:多云间晴 气温:13-25℃
新 泰:多云间晴 气温:13-25℃
肥 城:多云间晴 气温:13-25℃
宁 阳:多云间晴 气温:13-25℃
东 平:多云间晴 气温:13-24℃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赵苏炜) 26日，市美术馆将

正式落户文化艺术中心。当天，
“泰山之尊”中国画、水彩画作
品展也将开启，预计展览10天。

22日，记者从泰安市美术馆
了解到，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办，泰安市文广新局、泰安美术
馆承办的“泰山之尊”中国画、水
彩画作品展，将在26日(本周六)

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画展预计26日上午10点左

右在泰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开
展，也是泰安美术馆的隆重揭
牌仪式。泰安市美术馆将正式

落泰安市艺术中心，以后美术
馆均搬到市文化艺术中心办公,

今后的书画展将陆续在文化艺
术中心场地举办。

据了解，“泰山之尊”中国
画、水彩画的参展作品经过连
续几个月谨慎、认真选拔，选出
60件优秀作品，其中山水画作
品占40件，水彩画作品20件。最
终大概有近300件作品展出。

“此次展览预计10天左右，
欢迎广大市民免费观看。开展
后，还打算举办一些中学生开
放日、大学生开放日。”美术馆
刘馆长说。

市美术馆26日

搬进文化艺术中心

文化艺术中心画展积极准备中。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宁阳推广公务自行车，已有的近700辆纳入公车管理

县县乡乡干干部部进进村村一一律律骑骑自自行行车车

本报泰安4月22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柳岩 薛稳
祥) 近期，宁阳县推行“自行车
工作法”，全县各乡镇(街道)已配
备公务自行车近700辆，成立了
14支自行车走访工作队，县乡级
领导、机关干部进村走访一律骑
自行车。

东疏镇是宁阳县最早推行
公务自行车制度的乡镇。东疏镇
党委书记许军介绍，2013年5月22

日，东疏镇制定《东疏镇机关公
用自行车使用管理规定》，集中
购置100辆公务自行车，并将其

纳入公车管理范畴，要求机关干
部平时骑车进村；领导干部、包
村干部和“第一书记”骑车到所
联系村，每次走访入户不少于15

户。
“乡镇工作面对的是千家

万户的老百姓，但目前真正懂
农村工作，有农村经验的机关
干部越来越少。骑着自行车走
村入户，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到了田间地头，听
到的、看到的不一样，群众对我
们的感觉也不一样，没有了距
离感，也真正能为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许军说。
从今年开始，宁阳县开始全

县推行“自行车工作法”，县乡级
领导干部、机关干部进村走访一
律骑自行车。截至目前，全县各
乡镇 (街道 )配备公务自行车近
700辆，成立了14支自行车走访
工作队。

宁阳县规定干部不但要骑
车“串门走亲”，每次还得向群众
宣讲政策、了解民情、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这些干部“串门走亲”
征集来的意见，已被列入今年该
县为民要办的14件实事中。

鹤山乡农技站站长石峰给种粮大户送药送科技。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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