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8 资讯 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彭传刚 组版：马秀霞 今 日 商 河>>>>

下下月月底底要要完完成成土土地地确确权权登登记记颁颁证证
两个督查室5月20日前检查各乡镇（街道）确权情况

扫二维码

免费看电影

本报扫二维码免费观影活动
本周继续进行，商河鲁信影院为大
家推荐了三部影片。
速度与激情7

导演：温子仁
主演：范·迪塞尔 保罗·沃克 杰
森·斯坦森 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上映日期： 2015-04-12

片长： 137分钟
左耳
导演：苏有朋
主演：陈都灵 欧豪 杨洋 马思
纯 段博文 更多……
上映日期：2015-04-24

片长：117分钟
闯入者
导演：王小帅
主演：吕中 冯远征 秦海璐 秦
昊 石榴
上映日期：2015-04-30

片长：106分钟（中国大陆）
欢迎大家扫二维码并关注本报

微信，将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身份
证信息发给我们，将有15名幸运读
者（周五到周日每天5名）获得免费
电影票，你也
可以加入晚报
商河观影QQ

群（ 群 号 ：
58834329），了
解周末影片安
排。

这些地方将停电
看看有你家吗？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邢敏）
近日，商河县因施工作出近期停

电计划，安排如下：
4月23日8:00—17:00，10KV郑家

线停电，涉及范围：西仁村、黄岭
村、刘家村、东仁村、路家村、季家
村、光明村、苑家、前张村、满家村、
梁王村、后张村、河西刘村、大石
家、小贾家、郑家、小赵家、农场一、
农场二、农场三、营子村、陈家、李
家、郑路镇养殖场、郑路街公变1、
郑路街公变2、郑路街公变3、郑路街
公变4、李坊村、郑路镇政府、吕吉
亮、郑路镇窑厂、郑世强、郑路镇二
窑厂、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商河
县广达网厂及附近区域24家客户。

4月24日8:00—17:00，10KV郑展
线停电，涉及范围：位家村、王坡
村、斜庙村、展家西村、盛芳网厂、
展家窑厂、农机站、李建祥、郑路镇
中学、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移动
公司、陈佃平、乡政府工业园、兴展
油棉、秦芳华、苑兆勋密目网厂及
附近区域9家客户。

4月27日4:00—7:00，10KV开清
线清湖支线停电，涉及范围：段家
村、崇家村、芮家村、徐家村、后昝
村、纪家村、宋家村、埃子李村、塔
坡村、清源湖水库、福美缘制衣有
限公司、华庆铸造有限公司、玉皇
庙镇水厂、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
司、商河县自来水公司开源水厂、
徐家养殖厂及附近区域6家客户。

4月27日4:00—6:00，白桥2#线停
电，涉及范围：邢家、小营子、袁家、
俎家、西瓜王、于家、关王庙及附近
区域5家客户。

4月28日3:50—5:50，10KV杨玉
线停电，涉及范围：玉皇庙镇政府
养殖厂、太平村、李河沟村、小仁河
村及附近区域3家客户。

4月29日3:50—5:50，10KV杨白
线停电，涉及范围：杨庄铺村、齐家
村、于家村、双和纺织有限公司、陈
秀明、牛建华、永兴面粉厂、牛登红
及附近区域4家客户。

4月29日4:00—6:00，10KV工业
线停电，涉及范围：新星木业有限
公司、张世礼、董家大棚、杨春凯、
铺庄铺信用社、玉皇庙镇乡政府敬
老院、杨庄铺实验小学、丰盛工艺
品有限公司及附近区域6家客户。

如有不明事项，可拨打咨询电
话：95598。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王玉兰） 21
日，商河县召开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调度会。记者从
调度会上了解到，商河县县委
县政府两个督查室会在5月20
日前检查各乡镇（街道）的确权
情况，确保5月底基本完成确权

登记颁证任务。
农业局的工作人员对2015

年确权登记颁证进展情况和存
在问题进行了通报，接下来的
时间要完善合同拨付资金，重
新核定确权范围，各凡属于河
道、公路两侧范围内的国有土
地不在这次承包地确权范围之

内，避免重叠确权；按照要求测
量；继续抓好调度；严格工作程
序；正确处置各种矛盾，确保5
月底基本完成确权登记颁证任
务。

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涉及千
家万户，每个村里的实际情况
各不相同，各乡镇（街道）、村级

干部应该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
况开展土地确权登记活动，资
金支付应及时到位。目前该工
作进展不平衡，有的乡镇（街
道）连续几周排名倒数。县委县
政府两个督查室督查进展比较
慢的乡镇（街道），确保5月底基
本完成确权登记颁证任务。

童鞋们，周末

穿夏装出门吧！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上
周，气温开始“随机播放”，冷
热不定使得不少市民叫苦不
迭。从这周开始，气温不再“随
机播放”，开始持续上升，周末
最高气温即将突破30℃大关，
距离夏天又近了一步。

20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谷雨”，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
节气，俗话说“清明断雪，谷雨
断霜”，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
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开始
回升加快。周二最高气温25℃，
周三最高气温26℃，周四最高
29℃……从最近气温走势来
看，最高气温突破30℃大关指
日可待。衣柜里的夏装可以拿
出来准备着了，说不定不久之
后就可隆重登场。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

23日晴间多云，西南风3～4

级阵风7级夜间转北风3级，最低
气温15℃，最高气温29℃左右。

24日晴到少云，北风转南
风都是3级，气温略有下降。

25～26日晴转多云，南风3

～4级阵风6级，气温回升，最高
气温29℃左右。

商河县完成森林

抚育任务9000亩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温红） 记
者在商河县林业局了解到，
2014年，商河县玉皇庙、贾庄等
5个乡镇的77个小组共承担了
9000亩森林抚育任务。

商河县林业局与各个乡
镇签订了森林抚育合同，合同
中明确了森林抚育的具体施工
要求。商河县林业局通过对各施
工场地进行不定期检查，严格工
序验收，确保工程质量。

各个乡镇在森林抚育中
实行统一的技术标准，由专人
对9000亩森林抚育任务进行及
时跟踪，确保9000亩森林抚育
任务顺利完成。

248省道南段每天洒水不少于2次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朔）
春季是扬尘污染的高发季
节 ，扬 尘 成 各 公 路 干 线 的

“隐形杀手”。因此，整治扬
尘成了商河县公路局春季
道路管理的重中之重。为减
少 道 路 扬 尘 ，商 河 县 将 在
248省道南段每天洒水不少
于2次。

近期，商河县公路局加

大路面洒水频率。省道248线
南段路面洒水不少于1天2
次，其他管养路段路面洒水
不少于1天1次。同时，建立路
政养护联合工作机制，路面
上出现污染物及时进行清理
或冲洗。辖区干线公路特别
是城市出入口及城乡接合部
的日常保洁，推进机械化作
业。针对机械扫洗不能解决
的少数死角，组织清扫人员

进行清理，通过合理的人机
配合，保障好路面扬尘治理
质量。

除此之外，严禁在公路
两侧焚烧农作物秸秆、垃圾
和杂草，加大对车辆抛洒漏
滴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尤其是针对部分漏撒严重的
路段，实行错时巡查，及时查
处漏撒源头，严防出现路面
扬尘。

商河经济开发区举办税务培训班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邢敏 通讯员 韩岳） 近
日，山东商河经济开发区邀
请济南市国税局在管委会4
楼会议室举办税务工作培训
班，园区内70余家企业管理
人员和财务人员和开发区管
委会财政局工作人员参加本
次培训。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国
税局工作人员结合企业经
济实际，就经济开发区税务
申报流程、发票领购、开具
和核销、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新政策等有关税务
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和演
示，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现
场答疑。

据悉，本次培训班使园
区企业进一步明确了各项纳
税流程和财务税务制度，充
分了解了各项优惠政策，作
为园区人才工作和园区大讲
堂的一部分，今年开发区将
举办更多类似的业务培训，
扎实做好各项企业服务工
作。

希望自己的宝宝成为“商河小明星”，请将照片连同宝宝信息、父母寄语发
送到邮箱qlwbjrsh@163 .com，邮件请注明“商河小明星”字样。

商商河河小小明明星星
宝宝姓名：刘轩彤
宝宝性别：小公主
出生日期：2013年9月4日
父母寄语：爸爸妈妈给你留住最美的瞬间，希望你能快快
乐乐、健健康康地成长。

联荷电商邀您加入

“商河微生活”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邢
敏） 近日，由商河联荷电商申
请惠及商河百姓的“商河微生
活 ”成 立 了 ，搜 索 微 信 号 ：
SHLH9999，通过这个微信号，
可以免费为需要帮助的您发布
求职招聘、求组转让、征婚交
友、二手车买卖以及外卖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商河微
生活从1月份成立以来，发布招
聘信息、就业求职和求租转让
等信息已经超过1500条，关注
人数有352人。商河只要您需要
帮助，都可以把您想发送的信
息发送给商河微生活，商河微
生活都会免费为你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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