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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垃圾圾投投进进智智能能回回收收机机有有““红红包包””
高新区首家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高宣） 7月24日上午，济南高
新区首家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
育基地揭牌并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这批新设的智能回收机
具有打包、扫码、贴码、投入、称
重、结算等功能，能够将可回收
垃圾的返现直接计入微信个人
账户或回收卡内，所得费用也
可直接用于公益项目。

济南高新区首家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教育基地建立在未来
城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内增
设了具有明显标识的分类垃圾
桶和智能回收机，通过发放垃
圾分类指导宣传册、安置垃圾
分类宣传板等方式宣传垃圾分
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行动
中来。

这批新设的智能回收机具

有打包、扫码、贴码、投入、称
重、结算等功能，能够将可回收
垃圾的返现直接计入微信个人
账户或回收卡内，所得费用也
可直接用于公益项目。这种绿
色环保公益的系统工程，将有
效激发年轻居民的主动性。

为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全面提高垃圾处理水平，
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自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以来，高新区城
管局联合舜华路街道办事处、
社区物业多次召开专题部署会
议，拟在高新区建立多个垃圾
分类教育示范基地，除未来城
社区外，高新区管委会办公楼
和禧悦东方酒店也将设立垃圾
分类示范点。

7月25日，济南市城市管理
局有关负责同志带领各区县环

卫负责人到高新区现场观摩指
导垃圾分类工作。高新区城管
局有关负责同志在活动中表
示，按照市政府有关要求和高
新区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高新区城管局将加紧步伐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迅速开展。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设立宣
传教育基地后，将有效增强居
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使

“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
人心，不断提高社区居民自觉
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

下一步，高新区还将以多
元化方式持续加强宣传，增强
群众居民对垃圾分类回收相关
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做好可回
收垃圾再利用和有害垃圾安全
处理工作，进一步提升居民生
活环境质量。

舜舜华华路路街街道道办办
党党建建引引领领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本报7月26日讯（通讯
员 雷微微）“非公企业
党组织党员接转不再要求
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了。”为深化“一次办成”改
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近期，高新区舜华路街道办
以党建工作为引领，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供高效、便捷服
务，切实提高企业、群众满
意度。

舜华路街道辖区面积
42 . 88平方公里，下属13个
党委、2个党总支、201个党
支部，共有党员3955名。党
组织凝神聚力作用的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凸显，
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非公企业成立党组织方
面，舜华路街道按照“成熟
一个，发展一个”的要求，目
前实行先成立党组织，后指
导建设组织阵地，提高非公
企业党组织积极性，减少

“多次跑腿”问题。在党员转
接方面，按照市委组织部对
党员接转先审档案要求，对
审核材料再清理、再精简，
对非公企业党组织党员接
转不再要求提供劳动合同、
社保证明等，届时将由街办
内部查询完成，从而减少个
人提供资料的困难。

在党建工作引领下，舜

华路街道办事处已梳理公
共服务事项共计93项，其中
计生类18项，社会事业类75
项。面向公民的“一次办好”
办理项86项，占公共服务事
项总数的92 . 47%；面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一次办好”
办理项5项，占公共服务事
项总数的5 . 38%；面向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次办
好”办理项2项，占公共服务
事项总数的2 . 15%。梳理清
单中涉及的服务项目无论
是办事环节、申请材料、
承诺事项还是办理成本各
方面都尽量简化、优化，
杜绝办事难、办事慢、多
头跑、来回跑等情况。群
众可根据平台公开的办理
流程到办事处一次性办好
所需业务。

此外，舜华路街道实
行服务业企业扶持政策首
问负责制，对前来咨询、
办理相关业务的企业，由
首次接办人员解答相关扶
持 政 策 ，符 合 申 报 条 件
的，当场给企业提供所需
准备材料清单。办事处所
有业务窗口工作还实行了
AB角负责制，确保所属职
责内工作无空当，对群众
来电来访咨询与求助进行
耐心、详细解答。

本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雷微微）“跨河小桥整修了，
护栏更换了，垃圾清理了，河道
干净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看着心里真是敞亮。”近日，
谈起河道的新变化，家住刘公
河高家洼段河流沿岸的村民们
纷纷为济南高新区舜华路街道
章锦工作组的清河行动“点
赞”。

连日来，高新区舜华路街
道章锦工作组落实河长制，开
展清河行动，确保村民出行安
全，雨季汛期河道行洪畅通。按
照落实河长制工作目标，及清
河行动相关要求，工作组积极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加大对河
道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对涉
及到的清河任务进行了责任
压实、细化分解，组织村“两
委”成员、党员、群众等力量，
采 取 机 械 与 人 工 协 作 的 方
法，持续开展清理整治工作。
对 于 挖 掘 机 不 能 作 业 的 死
角，工作组开展人工清理，确
保不留死角。

首先是清理河道，对河道
内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进
行全面清理。其次整修桥面及
更换护栏，针对跨河小桥及河
道护栏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
的问题，对小桥进行混凝土浇

注，更换沿河护栏近500米。以
此次“清河行动”为契机，探索
建立长效机制，倡导全民共建
美丽家园，在清理整治的同时，
工作组还加大对群众的宣传力
度，营造“保护河道，从我做起”
的浓厚氛围，积极引导群众投
身环境卫生整治。

现在，刘公河高家洼段河
岸两旁，垃圾踪影全无，环境干
净整洁，在树木的映衬下呈现
出岸绿、景美的画面。清河行动
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就是沿

河的环境卫生变好了，村民们
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进一步改
善人居环境，尽力让生活的家
园保持干净整洁。

“清河行动”作为落实“河
长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
保生态、促发展、惠民生的重大
行动。下一步工作中，章锦工作
组将继续压实河长职责，加强
日常巡查，强化长效保洁，确保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助力城市
提升，提升群众对生态环境的
满意度。

刘刘公公河河高高家家洼洼段段沿沿河河护护栏栏换换新新
章锦工作组落实河长制，开展清河行动

舜舜泰泰广广场场警警务务室室
增增设设摩摩托托车车驾驾考考受受理理点点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张泰来 通讯员 李

涛） 家门口就能学摩托
车本了！为方便高新区核
心区居民考摩托车驾驶
证，今年4月份，高新交警
在舜泰广场警务室增设
了二、三轮摩托车驾考受
理点。

7月25日上午9点30分，
济南高新区舜泰广场2号楼
高新交警大队警务室内，20
多名考生正在进行摩托车
驾驶证科目一理论考试。
科目一考完后，考生们来
到1公里外的凤凰路与舜泰
北路西南角驾考考场，接
受了绕桩、单边桥、变更车
道、坡起等科目的考试。
下午2点，考生们返回警务
室，参加科目三道路交通
安全文明常识理论。上述
科目合格的考生，当天下
午便领到了摩托车驾驶
证。

“我平时骑速度比较
快的电动车，自己了解到
车的时速、排量达到一定
标准就需要驾驶证，所以
是想拿到D本三轮摩托车
驾驶证，以后二、三轮摩托
车都可以骑。在这里一天
考完，一天就拿证，非常方
便。”考生刘女士说。据悉，7

月25日当天，共有49人在该
考场参加了摩托车驾考。

记者注意到，参加此
次驾考的考生，半数以上
是身穿快递公司服装的
快递小哥。根据前不久济
南出台的最严快递、物流
行业管理规范，快递小哥
驾驶三轮车送货，必须持
有驾驶证上岗，在目前过
渡期内，快递小哥必须尽
快考出驾驶证。从去年开
始，在济南市快递行业协
会的组织下，快递小哥们
陆续拿到了摩托车驾驶
证。

“考摩托车驾驶证的
主力人群，一部分是周边
的居民和上班族，另一部
分就是快递员。目前，在
高新区这个驾考考场，大
约1000多名快递员正排队
办理摩托车驾驶证。”高
新交警大队重点车辆管
理办公室办负责人王鲲
说。据介绍，为方便高新
区核心区居民考摩托车
驾驶证，今年4月份，高新
交警在舜泰广场警务室
增设了二、三轮摩托车驾
驶受理点，科目二、三的
驾考考点，则设在了距此
不远的凤凰路与舜泰北
路西南角。

工作人员指导居民操作智能回收机。 通讯员 高宣 摄

刘公河沿岸更换了500米新护栏。 通讯员 雷微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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