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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土豆救子”家庭不孤单，爱心涌过来———

我我不不要要土土豆豆，，这这点点钱钱帮帮帮帮孩孩子子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露天烧烤限时经营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侯飞 秦会

勇) 自5月1日起，泰安市城管
执法局将对泰城市容环境进行
为期两月的集中整治，城区66

条主次干道的占道经营、露天
烧烤、乱搭乱建、油烟噪音等各
类行为都在整治范围之内。

此次整治活动共分4个阶
段，5月1日至6月30日为集中整
治阶段，重点整治道路两侧占
道经营、店外经营、洗车修车、
店外加工、堆放物品等行为。在
各烧烤园区建成之前，城区内
所有露天烧烤必须使用油烟净
化炉具，进行限时经营，在每天
17:30之前不允许出店经营；在
各烧烤园区建成之后，配合属
地政府和相关单位，对现有的
烧烤餐饮业户按照区域划分，
迁入指定烧烤园区。

开展户外广告牌匾整治，

对辖区内违章设置的大型立
柱广告、仿冒交通标志广告、
楼顶楼体广告、门头牌匾、落
地灯箱广告等进行集中整治，
商铺门头牌匾实行一户一匾，
按审批标准规范设置，不得遮
挡门窗，全面遏制户外广告违
法设置行为。对乱搭乱建铁屋
棚厦、各类“五亭”进行规范清
理整治。在临时摊点群得到疏
导安置之前，加强临时摊点群
规范管理，限定位置、数量、经
营种类、经营时限等，保证周
边市容环境卫生和群众正常
生活秩序。

在整治过程中，泰安市城
管执法局督导组将不定期对城
市主次干道和街巷(东岳大街
等66条道路)整治情况进行跟
踪督查和考核评比，对工作不
力，管理辖区脏乱差的单位将
进行问责。

推广泰安三日游
28家旅行社领奖励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薛瑞 通讯员 郑燕 ) 24

日，泰安三日游营销工作会议
召开，对营销泰安三日游较好
的旅行社进行奖励兑现。全市
共有28家旅行社获得奖金奖
励，其中5家旅行社获得万元以
上奖励。

4月24日，泰安三日游营销
工作会议在东都宾馆召开，各
旅行社总经理和计调人员等共
计300多人参加会议。为打造三
日游品牌，2013年7月起，泰安
针对三日游营销设置了旅行社
促销奖，此次会议为营销较好
的旅行社进行了奖励兑现。目
前，全市共迎来三日游团队730

个，对三日游营销较好的旅行
社累计发放奖励16万多元。

据了解，泰安市内注册的
旅行社或分社，按旅行社招来
购买使用泰安三日游套票情
况分等级奖励。1000人 (含 )以

上2000人以下的，按3元/人给
予奖励；2000人 (含 )以上5000

人以下的，按每人 5元奖励；
5000人 (含 )以上10000人以下
的，按每人6元奖励，10000人
(含)以上的，按每人7元奖励。
在旅行社市场促销奖的基础
上加设人数奖项，每接待一位
三日游游客再奖励10元/人。
根据奖励政策，全市共有28家
旅行社获得不同程度的现金
奖励，其中5家旅行社获得万
元以上奖励。

市旅游局局长程明表示，
从假日旅游接待情况来看，五
成左右的游客选择了过夜游、
三日游，但全市三日游营销目
前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下
一步将通过丰富三日游产品内
涵、创新三日游营销手段、严格
规范三日游产品良性运转等方
式促进三日游产品和品牌的营
销推广。

金域缇香美拍大赛
邀您赏花赢大奖

春风送暖，入安居，映山红
开，满缇香。4月23日起，在温泉
路上的安居·金域缇香售楼处
正上演着一场视觉盛宴，来自
秦岭深处的百年映山红争相绽
放，美不胜收。五一赏花哪里
去，金域缇香欢迎您！

金域缇香“TA在丛中笑”
美拍大赛活动全面展开，只需
现场拍照并发动朋友圈为你投
票，我们将从中选出“人气女
神”、“风范潮男”、“神仙眷侣”、

“自拍高手”、“抢镜专家”、“搞
怪大师”“可爱萌娃”“花海恋
人”多重风格的获奖者，千元自
拍现金、购房大礼等你来拿！

现场推出系列活动中“巧
手抓金”，吸引了多数客户的参
与，手工DIY五彩软陶、果冻杯
水晶艺也受到了小朋友的喜
爱。活动将从4月27日持续到5

月3日，包括“看房送健康
爱车也要美”、幸福“刮刮乐”幸
运中大奖、定格幸福瞬间、“花
王现身”送大奖等活动，每天都
有精彩活动和精美礼品。

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来参
加吧！同时金域缇香为回馈泰
城人民，活动期间，推出看房有
礼，购房有礼，以及限量特价
房。金域缇香84㎡二居，100㎡

三居，装修准现房全城发售。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路伟) 23日，本报报道岱岳

区良庄镇南官庄村11岁男孩薛
提朝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家人
卖土豆筹钱为其治病的消息。
稿子见报后，不少市民拨打本
报新闻热线报名订购爱心土
豆，还有市民通过捐款的方式
帮这个家庭一把。

“看了你们的报道后，感觉
这个家庭特别不容易，照片上
看他们也是特别朴实的农民，
虽然买不了多少，但也希望能
通过这种方式尽力帮帮他们。”
市民刘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时说道。
上周末，有市民直接开车

去薛提朝家，订购“爱心土豆”，
“有个女士开车带着孩子来的，
要了370斤土豆，一共860多块
钱，本来想要她850元，但那名
女士直接给了900元。”薛提朝
的妈妈张承美说。

刘女士看到本报的报道后，
也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询问
如何购买土豆。“这两天准备约
几个朋友一起去买点土豆，尽力
帮帮他们。”市民刘女士说，买土
豆倒是其次，主要是想帮帮这个
困难的家庭和生病的孩子。

除了订购“爱心土豆”，不少
市民想通过捐款的方式直接帮
助薛提朝。24日，张承美办理了
一张银行卡，截至26日下午，卡
内已经收到一千多元善款，各种
途径捐款近六千元。。

对于爱心市民的举动，薛
提朝的家人非常感动，“我们和
这些好心人都不认识，他们这
么热情地帮我们，真的挺感
动。”张承美说。除了感谢，她们
一家不知道说什么。

爱心账号：6215 9946 3000
1091 461 开户名：张承美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胡阳 通讯员 马楠 ) 25

日，泰山区2015年政府购买服
务暨“12349”便民养老志愿服
务进社区启动仪式，在岱庙办
事处东关社区永福小区举行，
今年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困
难老年人，60岁以上城市“三
无”、独居空巢老年人，全区29

名孤儿以及14名困境儿童可获
得便民服务。

据了解，今年泰山区政府
购买12349服务，服务的对象是
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困难老
年人，60岁以上城市“三无”、独
居、空巢老年人，全区29名孤儿

以及14名困境儿童。服务内容
包括一周一次生活照料，如烧
饭做菜、包水饺、做手擀面、打
扫卫生等。服务对象为全区138

名60岁以上城镇“三无”、空巢、
独居老人。还可享受一月一次
康复训练，服务对象为全区201

名失能、半失能群众。每个季度
还可享受一次家政服务，主要
包括全面清扫卫生，服务对象
为全区138名60岁以上城镇“三
无”、空巢、独居老人。孤儿及困
境儿童可以享受爱心陪伴服
务，包括利用暑假，组织全区孤
儿和困境儿童开展夏令营活
动。

“12349养老服务热线主要
针对空巢老人或不愿离家养老
的老人，为他们提供居家上门
服务。”泰安市泰山养老服务协
会会长杨圣安介绍说，服务主
要包括对需要生活照料的老
人，为他们提供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托老服务。再就是需要全
方位照料的老人，经与他们协
调后交由养老基地提供机构养
老服务。通过12349居家养老信
息平台将老年人的“家”与“社
区”以及“机构养老”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真正做到为老年人
提供养老“一条龙”服务。

泰泰山山区区政政府府出出钱钱买买服服务务
上上门门照照顾顾困困难难老老人人

执法人员向商户下达限改通知书。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白雪 ) 20日，泰城望岳B区

管理办公室张贴通知，要求各
位业主2日内尽快清理花坛，把
花坛内自行种植的蔬菜及春芽
树等与绿化无关的植物清理干
净。22日上午，物业办公室工作
人员去协助清理，修剪了绿化
带，拔了菜、砍了树。

22日中午，望岳B区物业办
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主
要配合后七里社区进行此项清
理工作，上午去花坛里修剪了
绿化带，也清除了一些菜。”

在14日居民楼前，花坛里
种植的葱已被拔出，还有一些
小树被砍断，绿化带旁有着很
多修剪掉的树叶，整个花坛内
比较乱。

一位居民正在收拾自家单
元门口的树枝，他从2005年就
搬来居住，“这些菜地在我搬来
时就已经有了。这些年来也清
理过，但都不太彻底，这次清理
希望能彻底点。”

还有的居民正在花坛里收
拾自家的花草，“不知道会不会
清理到我家门前的花坛，如果
真的都收拾了，后期绿化不知
道能不能跟上？”一位居民看着
花草，有点心疼。

后七里社区工作人员说，
这次清理活动是为了响应泰城
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活动，早在
前期张贴了清理通知效果不明
显，才加大了清理力度，清理后
空地将如何使用，还得等相关
负责人回复。

据了解，双龙居、老王府等
小区也在近日进行了清理。

多多个个小小区区开开始始清清理理
私私家家““小小菜菜园园””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 (记
者 白雪) 记者走访了泰城
的多个小区发现，老小区种菜
比较普遍。有些绿化较差的老
小区有居民称，“种点菜挺好
看，总比荒着强。”而一些较新
的小区存在此种现象，居民挺
无奈。

23日，记者在青山花园看
到，小区内比较整洁，院内一
群老年人正在打牌，几栋居民
楼前的花坛里，划分了好几块
地，嫩绿的小葱长得很整齐，
还有的种的菜刚长出叶子。

“我们只交卫生费，小区
内绿化没人管，大家看着有空

闲的地，慢慢地就会种一些
菜，要是谁想种在小区里找地
就行。”这位女士说，反正没有
人管，种点东西总比地荒着
强。

一位年轻人说，要是小区
绿化能搞好，也不至于这么多
人种菜。

在时代佳苑小区一栋楼
前，也被开辟成了菜地，种着
各种品种的蔬菜，种的最多的
就是小葱。一位居民说，三四
年前搬过来就开始有人种，一
旦种起来就不好管理了。“都
是邻居，谁也不好意思直接说
出来。”

相关链接

绿地变菜园

老小区挺常见

时代佳苑居民楼前的菜园。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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