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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寒寒日日邀邀请请环环卫卫工工人人吃吃暖暖心心午午餐餐
济南热力为高新区80多名环卫工人寒日里加餐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高
慧慧） 根据天气预报，未来几
天将有寒潮来袭，最低气温或将
降至零下20℃。20日大寒节气当
天，高新区的80多位环卫工被邀
请到济南热力小鸭热源厂食堂，
在热力公司志愿者的服务下，享
受了一顿暖心午餐。

“大寒过了就是年，今天是
大寒，可以说是最冷的时候到
了，我们也想给环卫工人送上一
分温暖，就想到请他们来我们食
堂里，尝尝我们食堂的饭。”20
日，济南热力有限公司小鸭热源
厂食堂，来了一些身着橘黄环卫
服的工人，他们是高新区环卫之
家的80多名环卫工人。此次他们
受济南热力邀请，在大寒节日里
享受暖心午餐。

中午11点半，济南热力有限
公司敲锣打鼓欢迎80多位环卫
工人的到来，小鸭热源厂的食堂
也变的人气十足，热闹非凡。“除
了这间食堂，还有两个大圆桌。”
济南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会负责
人刘向勇告诉记者，由于食堂容
纳不了80多人，又开放了两个单

间，一定要让环卫工人们在大寒
这天吃上热气腾腾的暖心午饭。

猪蹄、炒菜、鲜虾、凉菜，荤
素搭配、四菜一汤，主食则是米
饭和馒头。济南热力有限公司志
愿服务队的十余名工作人员穿
梭在食堂里，不时给环卫工人们
加菜添汤。“虽然是每人一个餐
盘，但吃完了就可以到窗口去加
餐，每人还都有餐后苹果。”一位
志愿服务队员说。

据了解，目前高新区共有
160多名环卫工人，这些环卫工
人的年龄大都在65岁左右。由于
平时工作过于分散，大多数的环
卫工人中午通常回家吃饭，有离
家远的干脆自带午饭，大冬天
里，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十分难
得。“中午大约有两小时的吃饭
和休息时间，回家后自己做饭
吃。”环卫工人牛师傅告诉记者，
他们每天的工作不少于10小时，
从早6点到晚5点，每个月只有2
天的休息时间。虽然辛苦，但牛
师傅和他的工友们却说，有那么
多的热心人关注环卫工，感到非
常欣慰。

高高新新今今年年新新增增门门诊诊定定点点医医疗疗机机构构77家家
新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28家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修从涛） 根据济南市

社保局对选择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有
关规定，结合高新区实际，
近日，高新区社保办公布
了高新区2016年度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名单。

据悉，高新区2 0 1 6年
新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28
家 ，门 诊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7
家。其中 4 0家村卫生室都
隶属于孙村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管理，选定孙村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门诊定点
医疗机构，就可在孙村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下属40
家定点村卫生室享受报销
待遇。

2016年度高新区居民
医保门诊定点备案时间已
经于2016年1月20日截止，
备 案 成 功 后 ，方 能 享 受
2016年度居民医保的门诊
待遇。据了解，2015年已经
备案的参保居民，若不变
更门诊定点，则无需重新
备案，自动延续2 0 1 5年的
门诊定点情况。

第一实验学校：

个性期末考，背古诗闯关

本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张文娟）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
在青云端……”学生们摇头晃脑地吟诵，不
时加上自己的动作，诠释自己对诗句的理
解。原来这是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期末开
展的古诗闯关考试。

在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一年级五
班古诗闯关活动现场，学生们依次上场，他
们要闯过古诗背诵数量关，看谁背得多；还
要闯过古诗朗诵表演关，看谁落落大方，声
情并茂。每个关卡都有家长和老师做评委，
根据学生的表现打分。

两关通完，“古诗背诵小金星”、“古诗
背诵小明星”也相继出炉，各个参与的学生
基本也都收获了相应的称号。“孩子参加了
这种闯关考试，特别高兴，不仅没有压力，
还很有成就感，很有荣誉感，觉得自己特别
棒。”学生家长张女士表示，这种形式的考
试，锻炼了孩子的综合素质，让孩子更大
胆，更自信，也懂得了凡事要预先准备才能
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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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孙村村南南区区公公租租房房申申请请开开始始了了
户型有三、四、六室，房租为市场价70%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修
从涛） 近日，高新区建设局发
布公告，对孙村南区公租房部
分空余房源进行再次分配，主
要面向高新区孙村片区无住
房的外来务工家庭或外来单
身职工。申请工作即将开始，报
名时间为2月23日至29日。

孙村南区公租房位于高
新区孙村新区4号路以东，是
由原360套安置房改建而成，
总共1296间，户型有三、四、
六室，主要面向高新区孙村
片区有工作单位（已办理组

织机构代码证）、缴纳社会保
险、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持有

《济南市居住证》且在市内六
区及高新区无住房的外来务
工家庭或外来单身职工。

据了解，已购买经济适用
住房和已拆迁享受最低套型
面积待遇或正在享受保障性
住房实物配租的，不得申请本
次公共租赁住房。此外，高新
区中心区和综保区注册的单
位不在此次申请范围内。

根据分配标准，引进人
才和家庭成员3人(含)以上

配置一套三室户住房；家庭
成员2人(含)以下以及外来
单身职工配置多人合租，每
人1间住房，人均居住面积不
低于5平方米。申请人及家庭
交纳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不高于同地段、同标准住房
市场平均租金的70%。申请
人及所在单位可与高新区房
屋管理中心签订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合同，期限1到5年，期
满符合条件的可续租。

据介绍，申请人工作单位
负责到高新区房屋管理中心

（高新区行政审批中心215室）
领取《济南高新区公共租赁住
房单位申请审核表》、《济南高
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
表》、《济南高新区单身职工登
记汇总表》、《济南高新区公共
租赁住房申请表》等相关表格
资料，也可到高新区网站

（www.jctp.gov.cn）下载。此次
公租房申请报名时间为2016
年2月23日至2016年2月29日，
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本
次 申 请 。具 体 咨 询 电 话 ：
8887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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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体中路学校：

趣味七巧板陪孩子迎寒假

本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刘欢） 寒
假来临之际，济南高新区奥体中路学校开
展趣味七巧板课堂陪孩子们一起迎接寒
假。

奥体中路学校小学部一二年级数学老
师开展了趣味性十足的七巧板课堂，在老
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了解了七巧板的来
历，掌握了七巧板的制作方法，探究了七巧
板的玩法。在此过程中学生体会“玩”并不
是简单的，还可以玩出花样，玩出创新，在
玩的过程中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
和创造力。

本次七巧板趣味课堂，孩子们“玩”得
热火朝天，创作的佳作也得到许多家长和
老师的好评。

济南热力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给环卫工人添菜加汤。 本报记者 高慧慧 摄

参观电视台
20日，山师附小雅居园校区四·三班的

同学们参观了济南电视台，了解节目录制
过程。

高新区2016年度居民医保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性质 地址

1 济南高新区孙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公立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孙村街道办事处孙村

19号

2 济南高新区巨野河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民营 济南高新区大正路中段

3 济南高新区章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民营 章锦街道办事处伙路村四合院内

4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民营 济南高新区康虹路贤文花园北区9号楼

5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办事处未来城小区社区卫生

服务站
民营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办事处未来城小区8号楼1

单元

6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办事处雅居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民营 高新区雅居园小区北门

7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办事处黄金时代社区卫生服务

站
民营 高新区黄金时代小区一期公建

8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办事处新东方花园社区卫生服

务站
民营 济南高新区新东方花园13号

9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办事处南胡社区卫生服务站 民营 南胡小区南门

10
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济南市历下区姚家

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民营 历下区工业南路72号

11 智远办事处济南炼油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民营 济南市工业南路30-5号

12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路街道办事处建总社区卫生服

务站（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建设总公司医院）
民营 济南市历城区洪楼北区17-18号楼西侧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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