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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本报4月19日讯（通讯员
肖志刚 孙颖慧 记者 刘
慧） 近日，为进一步提高济阳

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县
食药监局对辖区的学校食堂

（含托幼机构）的食品安全监管
情况进行了“飞行检查”。

据了解，此次飞行检查不
发通知、不打招呼、提前选取路
线、直奔现场，先后对崔寨镇中
学、崔寨镇阳光苗苗幼儿园、孙

耿镇辛集小学、孙耿镇新世纪
幼儿园、济阳县职业中专二号
餐厅等进行飞行检查。

针对此次飞行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坚持“问题查清查明、
整改落实到位”的原则，组织

“回头看”，通过检查有效防控
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保障
了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济济阳阳开开展展学学校校食食堂堂飞飞行行检检查查
提前选取路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

明明天天去去海海尔尔专专卖卖店店抢抢家家电电吧吧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慧） 21日，济阳县海尔专
卖店即将迎来第二十一个生
日，为感谢多年来新老客户
的厚爱与支持，特举办“21周
年店庆感恩钜惠”活动，当天
上午凡进店顾客均可免费领
取店庆礼品及生日蛋糕一
份。

该活动于21日上午8点
钟开抢，下午5点结束，海尔
品牌上千种家电零利润销
售，活动力度空前强大。活动

当天，济阳海尔专卖店会员
持会员卡（卡内积分）购机折
折抵现，免费兑换礼品，再次
购机可享受双倍积分，下午2
点30分用户持会员卡或购机
发票可免费参与抽大奖活
动，100％中奖。

为回馈新老客户的支
持，活动中出售电器的价格
海尔专卖店将保留至年底，
顾客在此期间上网或在济阳
县域内发现同款商品出现降
价，该店承诺进行差价补偿。

找找人人给给货货车车开开锁锁，，把把车车卖卖了了还还债债

本报 4月 1 9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程玉萍）
近日，一男子为还借款，

以钥匙丢失为由找开锁公
司将一货车打开，并以 2 . 6
万元出售。1 4日，济阳县公
安局将涉嫌盗窃的艾某峰
抓获。

14日21时许，济北派出
所获取线索，在辖区三旺友
和大酒店附近有一名逃犯
出现。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顺利将艾某峰（男，汉

族，40岁，孙耿办事处人）抓
获。

济北所联合刑警二中
队随即连夜对艾某进行突
审，艾某如实供述了为还借
款，3月 2 4日谎称法院西门
外红色货车是自己的，并以
钥匙丢失为由，找开锁公司
通过技术开锁打开车门，随
后将该车以2 . 6万元的价格
卖给二手车公司。

目前，艾某已被济阳县公
安局依法刑拘。

近日，第二实验中学教导
处组织行政领导、教研组长、
备课组长例行每周一次对全
校老师的教案、作业批改、听
课记录进行检查。

（齐玉娟 李静）

曲堤镇中心小学举行“六
进式”自主高效课堂教学设计
比赛。 （冯晓声）

近日，三教小学开展了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师
德报告会。 （张继涛）

近日，庙廊小学开展了
“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
包括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
手抄报比赛等，从中让学生增
强国家安全意识。（闫焕英）

纬四路小学邀请消防大
队民警为全体师生开展消防
知识大讲堂。 （张婕）

近日，第二实验小学召开
了主题党日活动。（代福民）

王圈小学组织党员集中
学习《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纪
律手册》。 （范丽萍）

曲堤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党员、干部、教师组织纪律自
查自纠活动。 （王学强）

17日，曲堤镇中学举办了
“红旗飘飘，引我成长”主题演
讲比赛。 （王新月）

18日，孙耿街道办事处中
心小学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
议。 （谷秀娟）

近日，实验小学开展了春
季健康知识讲座。（刘琦）

近日，姜集小学开展班
级特色展示活动。（李苏兰）

葛教育资讯

本报4月19日讯（通讯员
许学玲 孙颖慧 记者

刘慧）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辖区内学校周边食品安全
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
障学生饮食安全，近日济阳
所开展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

全隐患大排查整治工作。
执 法 人 员 对 辖 区 托 管

机构的原材料购进、加工制
作、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
索证索票及台账管理、从业
人 员 卫 生 及 健 康 管 理 等 情
况进行了详细检查，逐项排

查食品安全隐患，并指导托
管 机 构 按 照 食 品 安 全 相 关
规范要求存放、加工食品，
严防食品交叉污染，保障学
生意识安全。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已当场下达责令整
改通知书。

济济阳阳所所专专项项检检查查校校外外托托管管机机构构
保障学生饮食安全

食药安全之窗

今今年年整整治治改改造造1144个个老老旧旧小小区区
摸底调查工作已完成，预计11月底前改造全部完成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
慧） 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工作
是一项重点工作，也是一项民
心工程。在今年两会上济阳县
已将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列入为
民十件实事，并研究批准对14
家老旧住宅小区进行整治改
造，目前已完成全部摸底调查
工作，预计11月底前完成所有
改造工作，元旦前完成全部验
收并出具专项和综合验收报
告。

据了解，今年将整治改造

的老旧住宅小区包括工商局家
属楼、设计院家属楼、济阳县第
十中学、济阳县第一中学家属
楼、河务局家属楼（大坝上）、济
阳县医院家属楼、中医院家属
楼、实验中学1号楼、粮食局家
属楼、劳动服务公司家属楼、教
育局家属楼、公安局家属楼、检
察院家属楼、法院家属楼共14
个项目，改造面积9 . 7 2万平
米，惠及居民927户。

济阳县城市更新服务中心
在广泛采纳居民意见，了解居

民生活困难的基础上，经多方
协商制定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和
推进计划，确定投资预算、整治
工程招标控制价，使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在严格保证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并且
还通过制作展板、张贴通知、召
开业主委员会等形式，保证工
程透明度，落实惠民政策。

此次改造项目，济阳县将
根据各老旧住宅小区的实际需
求进行整治改造，解决困扰居
民多年的基础设施落后、陈旧

以及居住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整治改造内容大体包括楼道内
墙粉刷、楼道内杂物清理、楼梯
扶手粉刷、楼道内新安塑钢窗。

另外还包括储藏室刷漆、
破损路面修补、下水道清理、弱
电整修、安装可视防盗门，监
控，信报箱、小区内环境清理、
车位划线、更换路灯，楼道灯等
内容，目前已完成改造项目的
全部摸底调查工作，预计11月
底前完成所有改造工作，元旦
前完成全部验收并出具专项和

综合验收报告。
其间，相关负责人会对项

目实施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
查和监督，协调施工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保证工程的工期
和质量；每周最少两次调度责
任单位召开会议，及时研究处
理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
面掌握进展情况；同时建立老
旧小区整治改造督查、考核、调
度机制，定期开展检查、调度工
作，确保济阳县老旧小区整治
工作正常、高效、有序推进。

两两所所新新学学校校77月月底底交交付付验验收收
可大大缓解大班额现象

本报4月19日讯（通讯员
王明国 高吉友 孙宗坤 记
者 梁越） 解决城区大班额
问题是2017年济南市重点工
程，也是济阳县政府2018年十
件民生实事之一。记者了解到，
闻韶中学和新元学校是其中的
两个关键项目，预计两所学校7
月底将交付验收。

“建得太快了，真是一天一
个样，眼看着这几座楼就这样
起来了。”正在澄波湖公园散步

的何先生称，自己对闻韶中学
特别关注，孙女今年要中考，如
果真能在条件这么好的学校读
书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闻韶中学占地186亩，建筑
面积69980平米，有14个单体建
筑，预算总投资2 . 1亿元人民
币，可容纳60个教学班，招收学
生3000名。学校2017年3月开
工，计划2018年7月底验收交
付。

新元学校总规划用地面积

88868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
楼、综合楼、运动场、艺体中心
等。学校共设84个教学班，其中
小学36个班，初中48个班。项目
计划总投资 1 . 5亿元，学校
2017年9月开工，计划2018年7
月竣工。

今年，济阳县还将适时启
动第二实验幼儿园、永康街小
学两个新建项目，同时，启动特
殊教育学校迁建、兴隆街小学
扩建工作。

闻韶中学鸟瞰图。 孙宗坤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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