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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加加强强商商标标监监管管，，打打击击假假冒冒伪伪劣劣
市场监管局助力新旧动能转换工程

端端午午小小长长假假，，来来鹤鹤鸣鸣湖湖捕捕鱼鱼玩玩乐乐吧吧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邢敏） 鹤鸣湖七彩庄园欢乐
捕鱼节开始啦!

据悉，“放肆渔乐”——— 捕
鱼体验活动，将于5月28日—5
月30日在鹤鸣湖七彩庄园举
行。游客可参与和体验下网捕
鱼、浑水摸鱼等多种捕鱼方
式。

“划船大赛”——— 端午节
赛龙舟、吃粽子已经是我们的
传统，鹤鸣湖七彩庄园于5月
28日—5月30日以单位性质组
织划船比赛，届时以单位性质

绘制队旗。欢迎提前报名参
加。

“守望寻宝”——— 稻草人，
鹤鸣湖七彩庄园的守望者，在
守望者身边可能埋藏着鹤鸣
湖的传说，也埋着鹤鸣湖的宝
藏。稻草人展区寻宝活动，将
于5月28日—5月30日在鹤鸣
湖七彩庄园火热开场。

据鹤鸣湖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活动凭票入园，是自由观
光旅游，随时来随时走，不强
制消费。园内还设计了很多免
费娱乐项目等着您来体验。

文文广广新新局局开开展展博博物物馆馆日日宣宣传传

本报5月24日讯（通讯员
邹连刚） 5月18日是第41

个国际博物馆日，为普及文化
遗产知识，商河县文广新局在
城市展馆广场开展系列宣传
活动。

活动中，县文广新局展示
宣传展板4幅，内容丰富，图文
并茂，从文博知识、博物馆基
本情况、不可移动文物及馆藏
文物展示等方面生动介绍了

商河文保工作情况，吸引了广
大市民驻足观看；同时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山东文物保护条例》、

《博物馆条例》等宣传资料400
余份。

据了解，2017年国际博物
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
议的史实：博物馆讲述难言之
事”。本次主题活动提高了市
民对于博物馆的认识。

首首届届民民歌歌展展演演预预选选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本报5月24日讯（通讯员
王书沛） 18日下午，商河

县首届民歌展演预选活动在
张坊镇启动。

据了解，本次预选活动将
走访包括张坊镇在内的六个
镇及街道办事处，在参加预选
的20多个节目中选出部分优
秀作品，参加将于6月10日“文

化与自然遗产日”举办的全县
首届民歌展演。

商河民歌是商河县独具
特色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
传唱历史，被列入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年来，
商河民歌多次代表参加全
市“非遗”项目演出活动，广
受好评。

县县人人社社局局党党员员干干部部入入户户大大走走访访

本报5月24日讯(通讯员
宋召） 近日，县人社局组织
全局71名党员干部深入贫困
村开展了入户大走访活动。

县人社局要求党员干部
要坚持“访民情、察民意、聚民
心”的原则，深入贫困群众家
中走访，了解贫困群众存在的
困难，感知贫困群众的所思、
所想、所盼，重点了解“贫困群
众对做好人社各项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是什么，贫困群众最

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贫困
群众最不满意的是什么”，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着力解决
贫困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

人社局特别要求工作人
员查矛盾隐患、查纠纷苗头、
查突出问题，及时全面了解掌
握各类事关贫困群众切身利
益的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全
力做好暖人心、稳人心的工
作，真正做到排查一件、解决
一件、稳定一片。

怀怀仁仁镇镇中中心心小小学学““让让阅阅读读成成为为习习惯惯””

本报5月24日讯（通讯员
郭晓艳） 为了引导同学们

热爱读书，18日上午，怀仁镇
中心小学邀请到著名作家、
儿童文学评论家安武林给
同 学 们 作“ 让 阅 读 成 为 习
惯”的讲座。

讲座中，安武林老师与同
学们分享了自己童年读书与
写作的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
有味，收获颇多。

通过这次作家进校园活
动，同学们对阅读有了新的认
识，对以后的学习大有帮助。

家家校校合合力力，，共共助助儿儿童童成成长长

本报5月24日讯 21日，
商河县家校合作经验交流会
在商河文昌实验学校隆重召
开，全县中小学校长、教育办
助理及幼儿园园长参加此次
现场会。

会上，殷巷镇帽杨小学等5
所学校与大家分享家校合作的
宝贵经验，文昌实验学校校长张
继江作了以“家校携手 共育未

来”为主题的典型发言。本次会
议还请到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为与会
者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

商河县教育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王春庆作了重要讲话，
肯定了文昌实验学校在家校
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纪）

本报5月24日讯（通讯员
李敏）为配合济南市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工作顺利开
展，商河县市场监管局结合工
作职能，全力配合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

该局继续深入实施“五证
合一、一照一码”商事制度改
革，大力释放改革红利。以服
务需求化为标准，扩大一线窗
口登记审批权限，对名称核
准、营业期限变更、分支机构
变更、补换执照、换发新照、注
销股权出质单一申请登记事
项的受理、审核两项职能合
并，由（授权）受理人员一人承
担，实行“一审核准制”，同时
对注册材料进行梳理合并，进

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工作
环节，缩短工作时限，提高工
作效率。

“我们还以加强企业商
标、名牌建设为重点，提升企
业商标注册和创牌意识，加强
商标注册指导，鼓励企业争创
驰著名商标，提高企业管理和
使用商标的水平，充分发挥标
准引领作用，引导企业加强技
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
质量，丰富商标内涵，提高商
标知名度。”县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山东名牌、省市长质
量奖等企业，广泛引导消费者
科学合理消费，不断增强商
标、名牌效应，全力提升商标

名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商河县市场监管局加强

商标监管执法工作，扎实开展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
劣商品专项行动，努力营造保
护商标品牌的良好市场环境，
激发企业利用商标参与市场
竞争的积极性，推动全县的品
牌战略的实施。

“采取定期逐户走访规模
以上企业的方式，了解和掌握
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征询企业对政府的合理诉求。
建立企业问题快速处置机制，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全面
梳理，排出问题目录清单，明
确责任人，强化督促落实。”上
述负责人表示。

安安监监局局““爱爱心心妈妈妈妈””关关爱爱留留守守儿儿童童

本报5月24日讯 为庆祝
“六一”国际儿童节，19日，商
河 县 安 监 局 开 展“ 让 爱 留
守——— 爱心家庭（妈妈）牵手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19日上午，县安监局两名
“爱心妈妈”专程来到玉皇庙镇

杨庄铺小学，看望结对帮扶的两
名儿童，他们和孩子们促膝交
流，详细了解了孩子们的学习、
生活情况，并送上文具和慰问
金。他们勉励孩子们要克服困
难，好好学习，不辜负社会的厚
爱。

两名“爱心妈妈”用女性
特有的母爱、细腻和柔情为留
守儿童撑起了一片关爱的蓝
天。她们表示，以后会一如既
往地关注和帮助留守儿童，用
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记者）

一一资资质质认认定定实实验验室室通通过过审审核核

本报 5月 2 4日讯（通讯
员 丛龙龙） 近日，由省
质监局组织的实验室资质
认定评审小组对商河县建
筑工程质量检测站申请的
防雷检测项目进行了现场
审核。评审组对商河县建筑
工程质量检测站本次实验

室资质认定申请的 1大类 8
个项目进行了认真细致评
审，考核结果全部合格，评
审结论为基本符合，原则同
意检测站通过认证评审。评
审小组还指出了该站存在
的不足之处，针对现场评审
中发现的缺陷提出了整改

要求。
商河县市场监管局在履

行检验检测机构监管职责的
同时加大与资质认定实验室
的沟通指导，积极帮助实验室
取得资质，充分发挥检验检测
对提升全县质量供给水平的
基础性保障作用。

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宣宣传传““世世界界计计量量日日””

本报5月24日讯（通讯员
丛龙龙） 5月20日是第18

个世界计量日，为普及计量知
识，增强社会计量意识，县市
场监管局围绕“计量与交通”
这一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的
计量科普、宣传和服务活动。

市场监管局在中润时代
广场设立咨询服务台，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材料，为群众提
供咨询服务；开展免费计量检
测服务；现场免费对家用度盘
秤及电子秤等进行检测。根据
实际情况适时开放计量实验
室，邀请群众参观，让计量惠
民深入人心，服务群众。

为了打击计量违法行为，
工作人员还对商河县集贸市
场、加油站、加气站以及定量
包装商品开展计量监督检查

活动，严厉打击缺斤短两、欺
骗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并对查
处的计量违法行为及时进行
曝光，提高社会各界的诚信意

识。此次活动，该局共出动30
余人次，接受群众咨询300余
人次，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
份。

商河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日宣传活动。 通讯员 丛龙龙 摄

3366℃℃！！周周末末高高温温来来袭袭，，端端午午难难觅觅清清凉凉天天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记者在商河县气象局了解到,
未来几天,商河最高气温均在
30℃以上。

天热了,西瓜、冷饮成了
不少市民的防暑秘器,因饮食
不当造成肠胃不适的市民也
开始增多。医生建议,当身体

处于大汗淋漓的高热状态
下 ,骤热骤凉极易刺激肠胃 ,
再加上夏季极易滋生有害
菌 ,易引起腹泻等各种肠胃
不适 ,所以 ,夏季更要注意饮
食安全。

为了几天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25日晴，南风转北风都
是3～4级，最低气温17℃，市

区及其他县区20℃左右，最高
气温31℃左右。26日晴，南风2
～3级逐渐增强到3～4级，最
高气温33℃左右。27～28日晴
到少云，南风3～4级阵风6级，
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到36℃左
右。29～30日晴到多云，南风3
～4级阵风6级转北风3级，气
温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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