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方便便！！每每隔隔550000米米设设一一站站点点
邹城城区设70个站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

邹城市共设立5处办卡点，年
龄在16周岁到65周岁的市民，持
本人二代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及复印件可前往办理借车卡。

5处办卡点分别为：
1 .邹城市公共自行车管理中

心-邹城市北兴路737号(岗前村)
2591899

2 .济宁银行邹城支行 邹城
市太平东路229号钢山办事处东
临 5115788

3 .济宁银行邹城钢山支行
邹城市东滩路1869号银座商城b

座 5111607
4 .邮储银行邹城市矿区支行

邹 城市矿建东路 1 5 2 5 号
5237705

5 .邮储银行邹城市支行营业
部 邹城市太平西路2233号国际
饭店西邻 5237707

6 .恒丰银行邹城支行 邹城
市太平东路1286号 3137788

这5处办卡点

可办借车卡

相关链接

本报济宁9月16日讯(记者
公素云 通讯员 霍冲 )

16日，邹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开
始亮相街头。从17日起，邹城
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正式运
行，邹城市民办张公共自行
车卡就可以骑免费的自行车
了。邹城市设70个站点，共计
2 0 0 0辆公共自行车，平均每
300米至500米就设一处站点。

16日，位于太平西路上的
邹城一中站点，公共自行车已
经安装调试完毕，开始正常使

用。绿色的公共自行车一亮相
街头，就吸引了不少路过的市
民。“这自行车怎么用啊？”“到
哪里去办卡啊？”“龙泉花园有
站点吗？”短短10分钟的时间，
已经有20多位路过的市民咨
询。

邹城市的公共自行车样
式、办卡流程、借还方式与济宁
城区公共自行车一致，一小时
以内均免费借骑。为体现邹城
市的文化特征，每辆公共自行
车都精心设计，车轮部位印有

“邹城-孟子故里”的图样。绿
色的公共自行车卡印有毛笔书
法字体的“邹城”，体现邹城市
浓厚的文化底蕴。

据介绍，邹城市共设立70
个站点，分别在人口密集的主
干道、学校、车站、医院、商场、
居民区，平均每300米至500米
就设一处站点。根据站点分布
图,公共自行车站点最西到达
西外环,东至黄家庙社区、北至
钢山花园小区、南至南外环。其
中，孟庙、护驾山公园、文化广

场、铁西公园等人流量较大的
景点、公园广场将专门设立站
点。
“17日起，邹城市的公共自行

车系统将开始运行，为方便市
民办卡，邹城市共设立5个办
卡地点，并从 1 5日起就开始
办理借车卡。”济宁市公共自
行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
琳说，邹城市公共自行车系
统 已 经 与 济 宁 城 区 系 统 联
网，两地办理的公共自行车
卡可以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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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邹城9月15日讯(通讯员
陈伟) 近日，在邹城市卫计局

组织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岗位技能竞赛中，邹城市
人民医院的参赛医师取得个人和
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此次比赛考试的内容包括居
民死亡原因、肿瘤、心脑血管疾
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等监测与调
查的流程与方法，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慢性病管理规范，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指南，
慢性病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等
知识与方法。

赛前，邹城市人民医院在心
内科、血液内分泌科、肿瘤科医护
人员中进行了初步选拔考试，汪
婷、马运芝、张冬平三位医师成绩
优异，被推荐参加邹城市比赛。考
试结果公布后，汪婷取得全市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另两位医师发
挥出色，同时获得团体第一名的
成绩。

据了解，此次竞赛由山东省
卫计委、省总工会组织，经过县市
区初赛、市级复赛后，优秀选手将
参加省级决赛，汪婷近日将代表
邹城市参加济宁市复赛。

邹城市人民医院

技能竞赛拔头筹

山东洁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兰陵县0 . 9万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山东省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号码：
201004325842)，声明作废。

邹城市旅行社教育门市
部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370883119001102，声
明作废。

张 洪 申 ，身 份 证 号 ：
370883196601023618，编号为
999900968的养老保险手册丢
失，声明作废。

鲁HT5367的交强险保
单 (正本 )丢失，印刷号：鲁
1002010100000566817，声明作
废。

“冯书记，咱村电线一下雨
就打火，该修修了”“村头的桥基
石都断了，大伙都不敢走”……
初到小洪沟村，冯磊就面临着好
几个棘手事。“这些都是村里的
基础设施，弄不好就要严重影响
村庄发展，所以再难也得抓紧解
决。”冯磊说。

随后，他第一时间和村“两
委”成员商量，一次次到镇供电所
协调改电的问题，每根出问题的
电线都逐一查看。终于在去年7月
份对全村的电线进行了初步改
造，电表从电线杆挪到农户墙上，
并实行了电费收缴自动采集上
线，让村民缴纳电费跟缴手机费

一样方便。
针对危桥问题，冯磊通过向

镇上积极申报协调一事一议项
目，争取到2万元维修资金。修桥
的工程也于去年11月全面竣工。
途经村里的大束镇东部生态旅
游路于去年9月份启动，冯磊天
天靠在工地上，人黑了，路平了。

“俺村修路的时候，冯书记带着
我们每天到现场监督工程质量，
协调地上附着物清理，鞋都磨破
了。”小洪沟村主任李祥红感慨
地说，有冯书记这个“监工”在，
工程完成的又快又好，路面平整
及涵管下埋不到一个月就完成
了，现在已全面通车。

村民张庆科患肺结核病
情加重，需赴济南治疗。其家
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冯磊得
知后立即召开村委会，决定开
展公益捐款活动。有了村支书
带头，很快就筹得善款7000余
元，冯磊又帮其申请大病救助
二次报销，节省了6800余元。

“要是没有冯书记带着大家帮
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
去。”张庆科说。

来到小洪沟村一年，冯
磊始终惦记着村里每一户困
难家庭。村民李宪红一家，妻
子因肾病住院花了几十万
元，孩子患有脑瘫，家境十分
困难。冯磊一边从市文明办

困难群众公益帮扶基金中协
调资金帮助，一边跑市残联、
市妇幼保健院为孩子协调了
入院免费康复治疗，还为其
申请发放了大病临时救助，
缓解了这个家庭的困难。

村民李宪宣、陈庆荣房
屋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冯磊
又跑去镇里申报危房改造。
去年11月份，赶在冬天来临
之前，让他们住进了温暖舒
适的新房。“冯书记从不嫌麻
烦，他就像俺村的民生代办
员，大事小情都第一时间帮
着解决，我们信得过他。”村
民张凡龙的一席话，道出了
小洪沟村百姓的心声。

“打骂孩子伤的是孩子
的自尊心……”孟母讲习所
的老师讲的声情并茂，几十
位小洪沟村的学生家长听的
潸然动情。这是在小洪沟村
举办的“三新四美”培训班上
呈现的真情一幕。“得谢谢冯
书记给俺们提供了这么好的
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听完讲
座，不少学生家长说。

原来，冯磊在走访中了
解到，村里不少家长对孩子
的教育方式都很极端，他听
说了我市孟母讲习所有关于
家庭教育的讲座，就第一时
间进行了联系，这才促成了

这次讲座。这个过程中，冯磊
敏锐地察觉到，村里的精神
文明建设还比较滞后，不仅
是家庭教育，包括村风民俗、
村民道德、文化知识等方面
都需要加强。想到这一点，他
充分利用在宣传部工作的优
势，起草《小洪沟村精神文明
卫生公约》、《小洪沟村村民
公约》，开展小洪沟村“精神
文明卫生户”评选表彰活动。

“今年计划再对村民进
行邻里关系、家庭装修、广场
舞等方面的培训，真正让勤
劳、向善、和谐的乡村文明惠
及每一名群众。”冯磊说。

从坐机关到蹲乡村，从写材料到忙代办，34岁的冯磊经历了
工作的华丽蝶变。2014年5月，作为邹城市选派的41名到村任实
职村支书的机关干部之一，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10年的冯磊放
弃了舒适的机关工作，来到了大束镇小洪沟村。

大束镇小洪沟村村支部书记冯磊

身身份份好好几几个个，，忙忙并并成成长长着着

挂失声明

本报通讯员 盛超 胡恩姣

变文明大使，让乡村文明普惠群众

做民生代办，群众困难在心间

当工程监理，改善村基础设施

邹城市民
正在试骑公
共自行车。
本报记者
公素云 摄

春节期间，冯磊(右二)和村委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去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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