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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考考名名师师义义务务辅辅导导周周六六开开讲讲
为考生中考备考解疑答惑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335182638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
理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钟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各
种零活。 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

理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
电齐全。个人房产，非诚
勿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
油化工类项目，为了更
好的发展，寻求有经济
实力和战略眼光的合
作伙伴。
电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
程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门
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挂 失
张克丰丢失浙商保

险保险证一个，流水
号：C370332130046762，
特此声明。

招 租
招租 福安路318号，

三层楼房785m2；赭山工
业 园 钢 结 构 厂 房
1702m2，水电齐全。电
话：13705416427。

今日最高气温

38℃以上防中暑

南陵园公墓开展

文明礼仪培训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
彬） 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到
来，为进一步加强考生中考备考
的科学性、针对性，章丘市教体
局将于5月31日（周六）举办名师
义务辅导中考指导专场活动。

据了解，辅导对象为九年级
（初三）学生，具体安排为5月31
日上午9：00—11：00，语文、数

学、英语学科；下午2：30—4：30，
物理、化学学科。本次辅导先由
名师针对中考做45分钟的专题
辅导讲座，然后现场答疑。答疑
时，学生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
复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章丘市教体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整个活动期间不收取
学生任何费用。学生自愿参加，
可随到随听。辅导地点为市教

师进修学校（明水山泉路1303
号），有意者可拨打电话0531-
83212643咨询联系。同时，教体
局有关人员提醒，为保证学生
的安全，在辅导期间希望家长
能够给予一定配合，抽出时间
按时接送学生。

参加本次义务辅导的济南
名师有教研室初中语文教研员
马红军、教研室初中英语教研

员郑维艳、教研室初中数学教
研员冯业麒、市实验中学物理
教师高淑君、市第二实验中学
化学教师焦艳。

记者了解到，章丘市教体
局已于5月17日、24日组织开展
了两期名师义务辅导活动，此
项活动作为教育系统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长效
举措将长期开展下去。

本报5月29日讯（见习记者
王帅 通讯员 胡延泳 范

德琳） 近日，记者从工商部门
获悉，章丘市工商局抽调精干
人员成立了市场监管应急中
队，重点负责完成上级及本部
门安排的集中整治、专项整治
等突击性、临时性工作，配合相

关单位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行动，确保市场的平稳有序。

截至目前，市场监管应急
中队先后参加了章丘市安监
局、消防大队、商务局、文广新
局等政府职能部门和乡镇（街
道）组织的成品油、农药兽药、
安全生产、无证无照小加油点、

肉品品质、无照经营等专项检
查，以及油气管线和城市燃气
安全整治行动、烟花爆竹安全
整治及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
非煤矿山整治、农机具市场安
全检查、铸锻窑炉提升改造工
作摸底调查、黑网吧排查清理、
朱家峪景区市场综合整治等。

据统计，市场监管应急中
队共检查经营业户500余户，出
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并对50
余户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取缔黑网吧1处、无照经营2户、
小加油点4处，责令关停整治17
户，注销非煤矿山执照1户，有
效地维护了市场的安全稳定。

章章丘丘成成立立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应应急急中中队队
查处各类违规经营7处，责令关停注销18户

端午来临，白云湖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部号召各班开展主题班会，体验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
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邱长明 摄

5月27日上午，冒着酷暑，章丘
市民政局联合七家驻章部队开展

“健康送功臣”活动。空军通讯营、预
备高炮团、消防大队的军医携带药
品与医疗器材到敬老院与优抚对象
等困难群众免费检查身体。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彦霖 摄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彦霖） 为进一步提升

职工的文明素质，5月27日，章丘市南
陵园公墓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组织开展了文明礼仪培训。

此次培训是提高员工服务能力
要求的必修课，也是市南陵园群众路
线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培
训，使南陵园的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
服务礼仪的重要性，对更好地规范日
常言行，做好群众接待工作，树立良好
社会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支倩倩）
日前，记者从气象局获悉，受大陆

暖高压影响，近几天章丘市持续出现
高温天气，30日，章丘市将持续高温
晴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8℃以上，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40℃。受高温天
气影响，将出现重干热风，建议及时
做好小麦干热风的防御工作。

5月31日天气晴，气温将略有下
降，最高气温35℃左右。6月1日～2

日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南风转北风
都是3级，气温明显下降。6月3日～4

日晴到少云，南风3级，气温回升。
气象部门提醒，因雷雨天气对小

麦的收割晾晒有一定影响，请农民朋
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农业
生产；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
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
短连续工作时间；对老、弱、病、幼人
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
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
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端午粽香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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