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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泰8月13日讯(实习
记者 石环 ) 7日，本报联合
新泰梦之星游泳馆，共同组织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溺水训
练，活动通过观看防溺水视频、
现场讲解、亲身体验等环节，让
30名参与活动的校园记者在游
戏的同时，学习到日常生活中
的防溺水知识。

7日一大早，梦之星游泳馆
门口就聚集了前来参加活动的
校园记者。经过简单的集合，校
园记者在游泳馆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观看了“儿童防溺水”视
频，针对视频中提到的防溺水
知识，工作人员向校园记者们
做了详细的讲解和分析。随后，
在游泳馆教练的带领下，校园
记者们一起参加了防溺水训
练。

常家乐和妈妈一起过来参
加活动，常家乐妈妈说，一大
早，她就和儿子迫不及待地来
到了梦之星游泳馆，看到馆内
整洁明亮，令人心情很舒畅！

“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这都是

一次难能可贵的人生体验！游
泳馆的专职教练现场为大家讲
解防溺水及自救知识，并一起
观看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片，
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平时做不到
的，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很高
兴。”

本次活动是以“进一步开
展防溺水教育，加强暑期安全
管理”为主题，通过开展“防溺

水安全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树
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动员全社会
共同关注和支持学生暑期安全
工作，保证学生的生命安全。本
次防溺水学习活动也是本报暑
期系列活动之一，旨在让孩子
在快乐过好暑期生活的同时，
学习到更多课本中学习不到的
知识。

本报新泰8月13日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苏长征 )
近日，新泰市考核督查局对

2015年为民所办十件实事，7月
份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截至7
月底，全市村级公路网化新改
建工程已全部完成，顺利完成
新汶至莲花山线路公交化改
造，12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开
工10个、3810套。

在电网建设工程方面，目
前500千伏新泰输变电工程进
线电缆已敷设完成50%，正在对
站内开关柜及安装完成的一次
设备进行试验、调试。低压集抄
建设改造工程已改造完成7万
农村户表，实现了远程自动抄
表、核算和收费，共完成投资
3150万元。对92家药品经营企
业从业人员进行新版GSP认证
培训，7月有36家药店通过规范
化认证，累计认证187家。目前
累计完成老年人查体和建立健
康档案79852人。

在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
方面，教育城域网建设教育云
平台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
205处学校的光缆已铺设到位，
正在陆续安装调试设备，196处
学校已开通(能访问平台及外
网)，占总数的90%。35口录播教
室已完成基础装修，录播设备
已全部到货，正加紧安装，现已
调试完成30所学校；直播教室
正在建设施工，山东顶联公司
组织了20个施工队，截至目前
已安装完成880口教室，完成总
任务的37%。

截至7月28日，全市村级公
路网化新改建工程已全部完
成，今年共完成水泥混凝土路
面建设220公里，目前正在组织
自查验收。7月份顺利完成了新
汶—莲花山线路公交化改造工
作，新购置新能源公交车4辆，
该线路起站为新汶矿务局中心
医院，终点站为莲花山景区，改
造后全程票价由原来的7元降

为5元，同比下降28 . 5%。沿线设
立15个站点，途经2个乡镇街道
12个村庄共计23公里，惠及沿
线群众8万人。至7月底，今年已
按计划开通了新泰—龙廷、新
泰—金岭湖、新汶—莲花山3条
城乡公交线路。目前正在积极
推进新泰—刘杜线路的公交化
改造，计划8月底完成。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及农村
危房改造方面，目前，12个棚户
区改造项目已开工10个、3810
套，占总棚改任务的85 . 62%。5个
公租房项目已开工3个、240套，
占总公租房建设任务的43 . 64%。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已开工改造
1026户，主体完工635户。

此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累计完成投资860万元，新打水
源井6眼，配套机泵6台套，开
挖、回填土石方16 . 25万方，村
外主管网已完成PE管道铺设
119 . 5公里，村内管网已铺设
94 . 5公里。

本报新泰8月13日讯(实习
记者 巩克通) 青云路至府
前街路段的平阳河公园，在原
有布局基础上进行改造，预计8
月底完工。

11日下午，记者在平阳河
公园看到，公园四周被围上蓝
色铁皮围墙。园内原本铺好的
花砖都被翻了出来，不少工人
正在园内工作。正在工作的单
先生说，公园改造已经接近两
个月，快要完工了。一位正在
施工的工人吸引了记者的视
线，只见他把一旁的砖块都捡
到小推车上，又都倒进一个大
坑里。原来，在直径大约有十

米的坑内，还有三四名工人正
在下面砌墙。正在砌墙的赵先
生告诉记者，这里以前是一个
喷泉。“现在在原有的基础上
打桩，然后立一个七八米高的
雕塑，喷泉大坑正好成了地
基。”说着，赵先生接过一块砖
砌了上去。

园林局工程管理科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是6月12日开始施
工的，预计8月底完工，最近经
常下雨拖延了工期，应该会延
缓半个月完工。截至目前，已基
本完成北区荷兰砖的铺装、路
沿石安装及入口处台阶石安
装，累计完成投资50余万元。

本报新泰8月13日
讯(实习记者 巩克通)

12日上午9点，新泰
市人民法院举行“青春
法制宣传‘微电影’开
机仪式”。现场除演员
和法院干警之外，也有
不少媒体、网络公司到
场。据了解，这部微电
影，以维护青少年合法
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为主要目的。

《正道》微电影的
编辑徐晓明告诉记者，
在当前侵害青少年权
益案件多发的情况下，
能够利用掌握的司法
信息，警示广大青少
年、家长以及学校，增
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
识、防范意识和法律意
识。“我们最后选择了
微电影这样一种感性、
直观、短平快的方式，
实现青少年普及法律
知识的目的。”

导演徐以皓说，他
第一次到新泰，发现新

泰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前期选景去过不少地
方，包括学校、医院、公
园。这一次的拍摄对于
青少年的意义重大，比
较有压力。”

微电影中饰演女一
号的张娟告诉记者，她
一直喜欢表演，这次终
于有机会展示自己了。

“我是新泰一中的老师，
在看到招募以后就马上
赶来海选了，没想到真
的把我选中，能拍一部
电影是我最大的梦想，
这次终于实现了。”

据了解，《正道》这
部微电影，以维护青少
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为主要目
的，由新泰市委宣传
部、人民法院、共青团
新泰市委、新泰广播电
视台、新泰市艺海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
摄，得到了著名青年导
演徐以皓和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

本报新泰8月13日
讯 (记者 王伟强 通
讯员 杨振) 面对近
期国内电梯安全事故
频发形势，新泰市质监
局集中开展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全面检
查，并全面加强全市在
用电梯安全监管。截至
目前，检查在用电梯
600余部，发现并整改
安全风险隐患17个。

该局组织专门力
量，集中整治境内自动
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
全，对正在运行的54部
自动扶梯和10部自动
人行道逐一检查，8月1
日，召开全市电梯安全
工作会议，召集全市电
梯维保单位和自动扶
梯使用单位，通报国内
自动扶梯伤人事故有
关情况以及检查发现
问题，要求并督促电梯
维保单位严格落实维
保责任，使用单位增强

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履
行安全管理和安全运
行责任。

在加强自动扶梯
安全监管的同时，该局
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深
入开展全市电梯安全
监管大会战，对医院、
商场、学校等人员密集
场所运行电梯重点检
查，详查电梯的注册登
记、定期检验、按期维
护保养情况、安全运行
记录，以及安全制度措
施落实、规范管理运行
等，加大查处力度，落
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跟踪督导整改发现问
题，依法停止使用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电梯，直
至隐患彻底消除。截止
目前，检查电梯使用单
位47家，检查在用电梯
600余部，下达《安全指
令书》7份，发现并整改
安全风险隐患17个。

本报30名校园记者参加防溺水演练

泳泳池池““戏戏水水””享享清清凉凉还还能能长长本本事事

截至7月底为民所办十件实事进展如何

棚棚户户区区改改造造开开工工33881100套套

大大雨雨拖拖了了平平阳阳河河公公园园改改造造后后腿腿
预预计计99月月中中旬旬完完工工

校园记者在泳池内快乐玩耍。 本报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为预防青少年犯罪
一法制微电影开机

600多部在用电梯
17个有安全隐患

近日，由山东省老
龄办、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及各
市宣传部统一发文的

“银龄杯”中老年广场
舞大赛，在全省范围内
全面启动。

新泰特变电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
手新泰老龄委工作委
员会、邮政集团山东新
泰分公司举办了新泰

市特变·森林花园“银
龄杯·邮爱夕阳”中老
年广场舞大赛。1日，本
次活动的第一场比赛，
在特变·森林花园体育
公园内开启。

新泰市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的精彩比赛
持续进行中，新泰市市
区及各乡镇邮政金融
网点均可报名。

(石环)

“银龄杯”广场舞大赛
新泰赛区跳得真热闹

现场正在砌墙的工人。 本
报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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