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毕业季，对
于多数毕业生来说并不
清楚个人档案如何存放
和提取。章丘区人社局针
对此类情况，就毕业生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公
布。

档案接收与转递

2018届章丘生源离
校未就业毕业生（非师范
类）档案集中接收时间为
6月1日至10月31日。离校
前未落实就业单位返回
生源地的毕业生，其档案
首先由学校通过邮政专

门渠道发至济南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核
实、登记、信息录入后，再
分发到各区（县）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登记编号，
免费存放。

档案服务

择业期内未落实就
业单位且档案存放在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毕
业生可享受如下服务：
开具存放档案证明；开
具档案无就业记载证
明；公务员（事业单位）
招考政审；考研档案审

查证明；其他与档案相
关的证明。

档案提取

毕业生凭就业报到
证、县（区）及以上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出具
的商调函（或提档函），到
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提
取档案。

档案查询

毕业生可通过三种
方式查询自己档案去向：

方式一：登录“济南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
网”（http://jinan.sdbys.cn）
点击“档案查询”，输入学
生姓名和毕业院校全称
查询档案去向。

方式二：关注“章丘
大学生就业”（zqdxsjy）公
众号，点击“就业资讯”－

“毕业生服务”－“档案查
询”即可。

方式三：可持身份
证、报到证到章丘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服务
大厅17号高校毕业生窗
口进行查询；也可通过电
话（ 0 5 3 1 - 8 3 2 1 1 4 7 1 、
83232918）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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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构构建建““洁洁净净城城区区””新新样样板板
环卫中心多管齐下，力促城乡环境大提升

章章丘丘开开始始接接收收22001188届届毕毕业业生生档档案案
区人社局发布章丘生源大学生档案管理须知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董家桥 程若男

打造城区4条
“无烟头”示范路

狠抓城市道路保洁，把域
内国省县道、新建道路、城乡接
合部道路，全部纳入标准化作
业范围，实行每日两普扫，全天
守岗捡拾。每天5洒水、5机扫，
重污染天气增至7－10次，路牙
石、人行道每2天一次水洗作
业，以克论净，机械化保洁率达
到95%，年底前提升到98%。

开展双山大街、绣水大街
示范街创建，打造汇泉路、百脉
泉街等4条“无烟头”示范道路。
垃圾清运“静音收集、全程密
闭、日产日清”，公厕管理“跟近
保洁、五净一无、星级服务”，无
主小区、农贸市场“全域纳入、
专人保洁、精细作业”。积极开
展建筑工地、背街小巷、商业街
区垃圾死角治理，构建起无缝
隙、精细化、高颜值的“洁净城
区”新样板。

深化农村环境治理，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深化“最干净镇街”创建
成果。4月下旬，区政府下发《关
于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全面治
理农村“三大堆”的实施方案》，
召开专项治理部署会议，划拨
专项资金，集中利用一个月时
间，全面清除、规范占压村内道
路的“三大堆”、砖石瓦块、建筑

垃圾及枯枝杂草、杂物等。
同时，持续开展垃圾死角

治理，清除垃圾点830余处，清
理各类垃圾1300余吨。深化“三
高”沿线环境治理，做到摸底排
查一处不漏、集中治理一个不
落、保障长效一样不少。共清运

“三高”沿线垃圾15000余方。

开展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建设

环卫中心结合济南市要
求，起草了《章丘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区委、区政府召开了方案
专题研究会，就方案作进一步
修改完善。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选择官庄、垛庄、文祖、绣惠4个
镇街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
设，剩余街道各选择2个社区

（村），共计34个社区（村）开展
垃圾分类试点。

目前，全区大部分党政机
关等公共机构已配备了分类垃
圾桶，率先实施垃圾分类。下一
步，将落实好各项工作措施，强
力推进，努力实现“一年一推
进、两年一大半、三年全覆盖”。

规范渣土运输秩序,扎实
做好《济南市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条例》宣贯工作，制定《关于
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排放运输
管理的通告》，在报纸、电视台
滚动刊播。印制《致装饰公司、
物业小区及广大业主的一封
信》，明确装饰装修垃圾处置要
求，杜绝乱排乱倒。加快老式渣

土车辆的更新换代，目前已备
案新型渣土车310辆。

开展“净车”行动，排渣工
地全部派驻“净车监督员”，督
查施工单位落实“四冲四现”标
准。持续开展夜间联合执法行
动，严厉打击运输过程中违法
违规行为。共开展集中行动80
余次，查扣运输车辆130余台。
下步，将加强运输单位和车辆
的考核，完善退出机制。

今年在中心城区
建设改造公厕44座

强力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建设，主厂房预计6月份
完工。垃圾运输专用通道及供
水管网的规划设计已经完成，
计划6月份开工，9月份竣工。飞
灰填埋场的可研、地灾评估、初
勘详勘已经完成，整体设计正
在招标，项目计划12月份投产
试运行。餐厨垃圾生物处理项
目一期工程计划在7月底建成
投运，日处理可达100吨，年底
日处理能力可达200吨。

深入推进“公厕”革命，全
市第一座智能星级公厕全面开
放，全面接管林荫公园、龙盘山
公园等开放式公园内的10座公
厕。今年计划建设改造中心城
区公厕44座(其中新建改造12
座，修缮提升32座)。下步，将为
主城区所有保洁人员配备快速
保洁车，为所有工作人员更换
新型作业服装，提高作业质量
和职工形象。

利利用用大大数数据据力力量量
构构建建高高效效社社会会安安全全体体系系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石剑芳） 近日，中国华戎科
技集团、山东政法学院、蓝海
领航互联网产业园在国家级
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将共同建
设“全国区域社会稳定大数据
观察平台”。同时，“山东省社
会稳定研究中心”、“山东政法
学院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
究中心”作为研究支撑机构落
户蓝海领航产业园。

据了解，用大数据“解码”
社会稳定因素，进而实现社会

的和谐稳定是该平台要实现
的重要价值。依托蓝海领航大
数据存储解析能力、山东政法
学院社会稳定舆情分析的科
研能力及中国华戎的数据挖
掘、数据分析及数据处理能
力，将为全国区域社会稳定舆
情观察、分析、应急处理提供
整套完善的服务解决方案，有
助于提高社会安全工作决策
的科学性、将进一步增强政府
维护社会安全的能力、能够改
善网络舆情工作，降低社会安
全风险。

章章丘丘1177000000多多学学子子
参参加加今今年年的的中中高高考考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 方 彬 ） 一 年 一 度 的 高
考、中考落下了帷幕。据悉，
今年夏季高考，章丘区共有
报名考生 7 0 0 1人，设 3个考
点，236个考场；初三学业水
平考试，章丘区共有报名考
生10340人，设5个考点，348
个考场。

“两次大考，考验的不仅
是我们的考务组织能力，也是
对师生综合素质的大检验、大
检阅，更是各部门护航助力高
中考的合力效应。”据了解，章
丘区教体局科学安排，周密部
署，强化考试管理，把责任落
实到了每个人、每个环节；严
肃考风考纪，考务工作实现了
零违纪、零作弊。

章丘区龙盘山家园9-2-202业主吴法昌丢失装修押金单据，
特此证明。

本人于2018年5月16日丢失山东中电建核电地产投资有限
公 司 章 丘 分 公 司 开 具 的 预 收 款 收 据 一 份 。收 据 代 码 ：
237011291201；收据号码：00002324；收据金额：壹拾万元整。特此
声明作废。

今年以来，章丘区
环卫中心紧紧围绕市城
管局“521”工作体系和
区“1551”工作布局，以
济南市城市管理综合考
评为导向，在保洁质量
上抓提升、在设施建设
上抓突破、在管理服务
上抓规范、在垃圾分类
上抓落实，力促城乡环
境实现大变样。

近日，普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章丘区卫计局统一
安排，组织开展了应急逃生演练，帮助职工及病人家属提高应急
反应能力，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图为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郑应明 摄影报道

环卫中心工作人员

挨家挨户宣传垃圾分类。
(资料片)

应应急急演演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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