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众多多豪豪车车集集体体亮亮相相本本届届车车展展
本报车展本周五启幕，邀您来太白湖“鸟巢”与豪车亲密接触

订订《《齐齐鲁鲁晚晚报报》》抽抽骑骑行行大大奖奖开开启启
首期活动31人喜得奖，幸运读者文永莉搬走美利达自行车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 (记
者 庄子帆 ) 19日，由美利达
自行车冠名的“订齐鲁，享骑行”
第一期订报纸抽奖活动，如期举
行。首期，共有31名读者幸运得
奖。其中读者文永莉抽中一等
奖，获得一辆价值698元美利达
自行车。

上午10点10分左右，刚刚下过
一场雨后，刮起了大风，气温下降
了不少，但读者抽奖的热情不减。
随着电脑屏幕上一个个电话号码
的滚动，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陆
陆续续的揭晓，31位幸运观众逐一
产生。“这么幸运，我竟被抽中一等
奖。”因为上班，没时间赶过来抽奖
的文永莉，听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后非常高兴地说，这是她第二年订

《齐鲁晚报》。自订阅后，家人便传
着阅读，每天的新闻内容都不落
下，有时遇到感兴趣的新闻，家里
人还会在聊天的时候一起讨论。

《齐鲁晚报》不仅给带来了知识，还
带来了乐趣。

热心读者常天硕抽中了二等
奖，他的父母都是《齐鲁晚报》的
忠实读者，每天必看《齐鲁晚报》。
为表一份孝心，最近几年他每年
都为父母订份报纸。没想到表孝
心的同时，还成了幸运读者。

为回馈广大读者，今年本报
将继续为读者们准备了订报纸
抽奖活动，本次活动是由美利达

自行车冠名，除了自行车、运动
背包等奖品之外，还为幸运的读
者准备了价值3098元的高档山
地自行车作为特等奖。只要您全
款订阅了2015年度《齐鲁晚报》
一年，持有效单据到济宁美利达
运河路专卖店或者济宁美利达
洸河路专卖店填写抽奖资料，每
周日抽奖，每周一公布中奖名
单。而且本活动采取循环抽奖的
形式，幸运地您有可能重复中
奖，赶快行动起来吧！

城管执法部门整治市场、学校周边环境

4433家家超超门门头头经经营营商商铺铺被被““割割地地””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记

者 公素云 通讯员 王胜
勇 林冬冬 ) 18日，针对市
场、学校周边占道经营问题，
济宁市城管执法局任城分局
越河大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对沿街超门头经营的43家商
户进行整改，使原本拥挤的街
巷变得整洁有序。

18日，竹竿巷、聚永巷两
侧店铺林立，为招揽生意，沿
街经营户把物品堆放在街道
两侧，或沿街停放车辆摆放各
种商品，造成交通拥堵，影响
周边居民出行。清平巷东侧悬
挂的6处闪烁的LED显示屏，
与周边古建筑群容貌有些不
协调。

针对竹竿巷、清平巷、聚永
巷、南市场周边的市容环境问
题，越河大队联合辖区相关部
门对进行专项治理，对辖区内
商业街巷、市场周边存在的28

处占道摊点，35家超门头经营
进行取缔，规范、拆除门店招牌
24处。通过整治，原本拥挤的街
道恢复畅通，变得整洁有序。

此外，执法人员还对学校
周边的8处超门头经营店铺也
进行了整改。为解决辖区内上
学、放学时段的交通拥堵问
题，越河执法大队对和平街小
学、普育回民小学周边8处超
门头经营进行取缔。同时，清
理学校周边各类流动摊贩经
营、规范机动车辆停放。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 (记者
马辉 于伟) 本周五，由经典

金水晶心酒独家冠名的2014齐鲁
(济宁)秋季车展，将盛大开启。特斯
拉、JEEP、路虎、宝马等众多豪车品

牌全新车型将集结本届车展。
今年，齐鲁(济宁)车展移师

济宁目前户外面积最大的会展
场地——— 济宁体育中心，荣耀开
启“鸟巢”第一展，总展出面积突
破 2万平方米。“场馆设施更完
备，汽车品牌档次更高，本届车
展将全面提档升级。”据主办方
负责人介绍，“鸟巢”旁边的红馆
作为豪华车展区首次亮相齐鲁

(济宁)车展，而在豪华车展区的
东门西门处，则专门设置了超级
豪华车展区，众多世界顶级豪华
车组合将惊艳降临，让本届车展
的观赏性更强。

据本届车展负责人介绍，本
次车展所聚集的豪车品牌堪称

“史上最强”，特斯拉、斯巴鲁力
狮、JEEP进口大切诺基、宝马7

系、雪铁龙DS6、奥迪R8、宾利欧

陆GT3-R、捷豹、凯迪拉克CTS、
雷克萨斯NX、路虎揽胜、雷诺科
雷傲、沃尔沃XC、宝马 i8等品牌
全新车型重磅登场，让更多市民
近距离接触这些重量级豪车。

本届车展，不仅有各种主流
车型和豪华车型的精彩展示，还
将首次推出妙趣横生的汽车主
题公园。除赏车、购车，市民还可
以亲身体验参展车辆的各种先

进功能和优越性能。
2002年以来，齐鲁晚报·今日

运河已连续成功举办二十多届
车展，得到了社会各届的认可。
通过几年来的精心组织，齐鲁(济
宁)车展已经成为鲁西南规模最
大、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
专业性汽车展会，也在引导着济
宁消费者的购车习惯，形成了

“到齐鲁车展买车”的消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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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一等奖 文永莉
二等奖 李娟、于吉

柱、刘喜、常天硕、任健
三等奖 任金东、齐

朝阳、朱凤春、李雨涵、时念
彬、张福芹、赵国平、常国华、
张桂岭、薛传友、陈嵩、谢美
华、岳邦民、董奉华、张兆美、

刘喜庆、刘强、刘洋、马继英、
李洪振、胡大爷、任城土产、
张玉科、伊青、张德海

(注：被抽中的幸运
读者持订报有效单据和
身份证，可到济宁美利
达运河路或洸河路专卖
店领取奖品。)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 (记
者 李倩) 17日，济宁市政府
召开食品安全责任险推进工作
会，任城区将作为试点，公共财
政供养的学校幼托机构纳入参
保范围，强制参保。一旦食堂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保险公司将
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给舌尖加
一道“安全阀”。

食品安全责任险，是指由
食品生产、流通领域企业投保，
企业及其雇员由于疏忽或过失
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感染食
源性疾病或食品中有异物造成
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依法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在保险额度内将由保险
公司承担。“简单来说，一家餐
饮机构投保了食责险，如消费
者食用了该企业的食物导致疾
病，那么，消费者看病费用在由
该家企业垫付后，保险公司会
按条款向企业进行赔偿……”
任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方士年介绍。

“任城处于主城区，食品
生产企业135家，学校托幼机
构食堂324家，餐饮单位5000余
家，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繁重。
为减少食品安全风险，探索引
入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参与
食品安全工作，通过食品安全

责任险，发挥保险的风险控制
和社会管理功能，保障公众

‘舌尖安全’。” 方士年介绍，
任城区作为试点，全面推行食
品安全责任险，首批将公共财
政供养的学校托幼机构，纳入
试点单位，强制要求参保，对
食堂承包单位实行“禁入”制
度，将食品安全责任险作为必
要条件。同时，将食品安全保
险推广到公共财政投入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食堂、饭店等食
品经营单位，覆盖面不低于
80%，此外，通过学校、机关单
位的示范带动，在全区的食品
生产、加工、流通等行业范围

内全面推开。
“对企业来说，购买食品

安全责任险并不是万能的，对
于企业经营疏忽导致的食品
安全事故，保险公司可有限化
解和转嫁经济责任，但企业故
意违法产生的行政、刑事责任
仍要企业自己承担。”方士年
说，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为
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减
少赔付，也会尽量细致的对企
业存在的风险进行监督，这也
将发挥“倒逼”作用，消除食品
安全事故的苗头，从而成为食
药监管系统专业队伍之外的，
一支预防、控制力量。

任城区将在公立学校托幼机构推行食品安全责任险

公公办办幼幼儿儿园园都都得得购购买买““食食责责险险””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记者 贾凌
煜) 19日，第21届全市中学生运动会
在济宁一中太白湖校区落下帷幕。全
市11个县市区、济宁高新区以及市直
中学的1464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和阳
光体育两类赛事。经过三天的激烈角
逐，最终共有甲乙两组12个田径项目
打破往年纪录。

此次运动会自17日开幕，与往届只
是田径项目的运动会不同，今年首次增
设了阳光体育运动，包括踢毽子、跳绳
和健美操三种。18日上午，来自邹城的
几名中学生们正在场外练习三人或两
人踢毽子，较大的难度考验着选手们的
默契度。而场内，跳绳选手们不断变换
花样，让围观的学生们不禁叫好。

运动会开幕式后，首届“校长论
坛”也在这里举办，全市教育局长和校
长就学生体育教育开展研讨，体育不
仅是一项进击运动，更应让学生们强
身健体，这也是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

中学生运动会
圆满落幕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记者 贾凌
煜 通讯员 崔艺献 张庆尧) 近
日，任城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60名合
同制男性协警防暴队员。年龄要求在
18-25周岁之间，部队退伍人员年龄可
放宽至30周岁。户籍不限，身高不低于
1 . 73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报名时间
为10月16日至23日。

此次招聘工作分为报名、考试、面
试、政审、体检等环节。考试分文化考
试和体能测试。对经面试、政审、体检
合格的人员，由任城区劳务服务中心
统一办理录用手续。

被录用人员持有关手续到济宁市
公安局任城分局报到后，试用期为一
个月，试用期满合格的，正式聘用。由
任城区劳务服务中心与聘用人员签订
劳动合同。聘用人员试用期基本工资
每月1600元，试用期满正式签订劳动
合同后每月工资1600元，绩效奖金600

元，并办理五项社会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报名地点，原任城区人力资源市
场(济宁市任城区吴泰闸路133号，济宁
市交警支队西150米路北)。

任城区公开招聘
60名合同制协警

18日，来自全市34所中小学校千
余名师生齐聚济宁市枣店阁中心小
学，带着自己制作的模型，参加航空、
航海、建筑不同项目的比赛。图为比
赛现场，小选手们持自己制作的模型
一较高下。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自制模型
展示风采

幸运读者文永莉获得了一等奖，领走了一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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