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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球球一一小小时时””全全市市用用电电量量没没减减
知晓率低参与者少，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

启动房屋安全检查
将建危旧房屋档案

本报泰安3月29日讯(记
者 杨思华 通讯员 刘永
瑞 王文) 近日，记者从房
管局获悉，泰安市成立房屋
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城市房屋安
全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将重
点排查建筑年代较长、建设
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
房屋建筑，以及人员密集区
域房屋建筑。

据悉，本次检查范围为
泰安市区、各县(市)城市规
划区、乡镇政府驻地区域内
的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重
点排查建筑年代较长，建设
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
房屋建筑，以及市场、商场、
商店、室内娱乐场所、宾馆、
酒店、医院、学校等各类公共
场所和人员密集区域房屋建
筑。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房屋
主体结构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房屋使用情况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是否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是否存在其他房屋
安全隐患，是否违法存放爆
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
等危险物品，超过设计使用
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人员密
集场所房屋，是否每三年进
行一次安全鉴定，室外广告
牌架是否安全牢固等问题。

房屋安全检查采取单位

自查和组织抽查相结合的方
式，按照网格化管理无缝隙
对接的要求进行彻底检查，
对在检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
患的房屋，要求各级各部门
督促房屋产权人(使用人)、
管房单位切实履行房屋使用
安全主体责任，及时实施有
效治理，消除安全隐患，并建
立危旧房屋档案和房屋安全
管理信息系统。

据介绍，本次房屋安全
检查分为四个阶段，3月25日
至6月30日为自查摸底阶段，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房屋所有
权人对所属责任范围内的房
屋进行自查。7月1日至7月15
日为抽查验收阶段，市房屋
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有关人员进行重点抽查，并
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提出整
改意见。7月16日至9月15日为
整改落实阶段，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房屋，房屋产权人(使
用人)、管房单位要实施有效
治理，进行加固维修或拆除。9
月16日至10月15日为长效机
制建设阶段，各县(市、区)政
府(管委会)，行业主管部门将
房屋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和所
查房屋安全信息进行汇总整
理归档，作为建立危险房屋
档案和房屋安全管理信息系
统的基础数据。

泳王争霸赛开赛

最小选手才7岁

本报泰安3月29日讯
(记者 胡阳 通讯员
吴擎) 28日，全市泳王争
霸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开
赛。比赛不分年龄、不分性
别、不限泳姿，在规定距离
内最快者胜。

28日一早，30多人在
全民健身中心做着热身
运动，他们是参加泰安首
届泳王争霸赛首次比赛
的选手。比赛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不限泳姿，在

规定距离内速度最快的
为胜者，距离为400米。裁
判员详细讲解比赛规则
后，比赛正式开始。

51岁的张晓红抽签
到了第二组，最终以7分
42秒夺得了本次美人鱼
奖项。“游泳能锻炼心肺
功能，到现在我游泳已经
15年了。”张晓红说。

参赛选手年龄最大
的66岁，最小的只有7岁。
今年7岁的徐子鹤只学习

游泳5天，最后由于年纪
太小，体力有限，没能完
成全程400米，但最后还
是坚持抓着浮漂游向全
程。最后，小子鹤获得了
最佳勇气奖。

据了解，本次比赛凡70
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市民均
可报名参加。报名结束后，
将在市全民健身中心地下
游泳馆每月举办一次月度
冠军赛，然后再通过年终总
决赛，选出年度冠军。

刷联通手机一分钱买两斤草莓

3月28日，泰安联通携
手德莱美庄园，推出沃支
付用户1分钱摘两斤草莓
的优惠，吸引了大批市民
前去参与，也吸引不少市
民当场办理沃支付业务。

上午9点多，活动刚开
始，就有20几位市民早早
到达德莱美庄园，进棚开
始了采摘。李女士是联通
沃支付的老用户，一收到
活动消息，她就来参加了。

“我用了沃支付以
后，得到了不少实惠。平
时开车加油，用沃支付每
升便宜5毛钱，加一次能
省30多元，一个月能省近
100多元呢！听说联通沃
支付有1分钱摘两斤草莓
的活动，我一点都没犹豫
就来了。”李女士说。

活动上，泰安联通的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进行
沃支付业务的办理。有不
少市民都当场办理了沃
支付业务。“听工作人员
讲，沃支付业务还有很多
优惠项目，办理也很方
便。”刘女士说。

“沃支付”是联通用
户的手机支付业务。用户
开通手机支付账户并预
存资金后，即可通过刷手
机的方式完成消费。

目前，沃支付业务已
能够在全市19家加油站
享受加油每升立减5毛；
在泰安横店、先锋、圣大
影城观影仅需9元；部分
商场超市9折优惠，而更
多类似“1分钱摘草莓”的
主题优惠互动活动还将

陆续推出。广大市民要想
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泰
安小沃”。

(邓金易 高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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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3月29日讯(记者
王世腾) 28日晚8点半到9点半，

“地球一小时”在全球展开。根据
泰安供电公司统计数据，当晚活
动时间内，泰安电网负荷与往日
无差别，用电量并未减少。

“本商场参加地球一小时活
动，从8点半开始，商场将关闭部
分电源……”

28日晚上8点左右，泰城一超
市不断广播“地球一小时”活动内
容。8点半开始后，商场里部分不
影响营业的电源关闭。“听广播才
知道今天有活动，明年我也要参
加，带动家里熄灯一小时。”市民
李先生说，小时候在农村，还经常

碰到停电的情况，现在好久家里
都没停过电。

对于“地球一小时”活动，不
少大学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
觉得这就是一种形式，节约不能
只指望这一个小时。”泰山医学院
大三学生小刘说，平时早上上课
时，太阳都老高了，教室里的灯还
开着，从来没人主动去关灯。“上
大一时，第一次听说有这个活动，
一到8点半，宿舍里就关上灯了，
我们当时点了蜡烛，燃烧后的气
体照样会污染环境。”

但是也有学生表示，地球一小
时是一个挺好的活动，“这几年雾
霾天这么严重，这样的活动能让大

家觉得空气质量和自己息息相关，
以这种形式来唤起大家的环保意
识。”泰山学院学生小李说。

根据泰安供电公司数据显
示，21日(上周六)泰安用电量为
4571 . 7万千瓦，26日，整个泰安
用电量为4612 . 9万千瓦/时，27
日为4593 . 5万千瓦/时，28日为
4616 . 6万千瓦/时。市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泰城如果3000户
居民集体熄灯的话，用电量差不多
能省5万千瓦/时。

“单从用电量数据来看确实有
些尴尬，但是这项活动还是在于提
高市民的环保意识，节能降耗。”泰
安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说。

本报泰安3月29日讯(记者
侯峰 ) 27日，泰安高新区首届

“高洽会”暨春季大型招聘会举
行，300多家企业提供了3000余个
工作岗位。以后每周五上午，高新
区中国泰山高端人才创业基地都
将定期举办招聘洽谈会。

与以往的招聘会不同，本次招
聘会分高端人才、高新技术、高科
技项目洽谈区和金融、现代服务创
新示范推介洽谈区两个区域。高端
人才、高新技术、高科技项目洽谈
区，邀请科研机构、高端人才、项目
团队共计20家，筹备优质项目库
100余个，目的是招才引智、选商选
资，推动优质项目、高端人才、高新

技术顺利落地。金融、现代服务创
新示范推介洽谈区，邀请中介机
构，高水平现代服务创新、金融中
介机构共计12个，提供金融、现代
服务等中介服务支持。

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高端人
才、高新技术、高科技项目签约仪
式，DNA高通量测序技术研发与
应用项目、页岩气开发利用国家级
实验室项目、北斗终端导航系统项
目、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合作项
目等15个项目签约落户高新区。

虽然有800余人达成就业意
向，但是不少高端技术岗位仍然
是难招一人。山东欧姆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本次带来了配电网规划

设计高级电气工程师等职位，但
是27日上午该公司并没有招到合
适的职位。“首先是学这个专业的
人确实不多，而且大部分的学生
可能在学校里就被招走了。像我
们这样的企业算是不错的了，可
以选择在泰安、上海、北京三地工
作，但是这样的人才还是很难
招。”人力资源经理说。

在高洽会上，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促进会，高层次人才服务平
台，泰安国家高新区人力资源市
场，高新技术交易市场，中小微企
业服务平台，金融超市等六个机
构进行揭牌，为打造全新立体的
高端招聘平台。

高高新新区区举举办办首首届届““高高洽洽会会””
六六个个服服务务机机构构同同时时揭揭牌牌

跟着父母参加沃支
付活动。 本报记者
邓金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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