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百所高校上党行暑期社会实践
潞城区座谈会在潞创众创空间召开，河北科技
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太原师范学院、聊城大学
共四支大学代表队参加了会议。会上，主持人
播放了关于潞城近些年发展状况的宣传片，让
服务队员们对潞城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聊城
大学带队老师杨立山针对这几天的调查走访
提出建议，通过物联网技术建立绿色食品溯源
机制、利用3D打印技术实现对手工雕刻技艺
的提升，依据学校的基础，构建创客空间的强
强联合，促进运营和管理进一步完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赖来运 马旭迪

为深入探讨可视化技术在文物保护工作
中的记录实践和应用前景，7月21日，聊城大学

“筑梦青年”创客服务队与河北科技大学开展
交流会。会上，河北科技大学鲍雪老师谈到，从
事文物测量测绘方面的研究，需要结合现代测
绘技术为文物保护规划、修缮设计等提供决策
支持。但有不少文物遗址地域偏远，交通工具
难以抵达，致使很多文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
护。聊城大学杨立山老师表示，对于不能到达
的文物遗址，可以通过无人机，智能小车等工
具，代替人进去测绘，并反馈测量数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赖来运 贾文昭

技技术术交交流流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们在聊城市古城举办了“垃圾分分类，资
源不浪费”主题活动。志愿者们给过往市民讲
解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并且邀请市民同志
愿者们一起做垃圾分类的小游戏，让市民在
日常生活中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此次活
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利于增强市民的垃圾
分类意识，积极引导市民参与到垃圾分类的
活动中来，更有利于提高他们对垃圾分类的
了解度、认同度和参与度。从自身做起，加入
到保护身边环境中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黎启安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为了让小朋友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提
高小朋友的动手实践能力,丰富小朋友的生
活，7月12日,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纪检部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公园举办“让爱延续,
逐梦童年”的活动。志愿者来到人民公园，为
小朋友讲解剪纸的艺术魅力。志愿者讲了剪
纸艺术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通过一个
个小故事向小明友传达了剪纸的意义，让小
朋友对剪纸越来越感兴趣。随后,志愿者教小
朋友剪纸，让小朋友加深了对剪纸艺术的理
解，提高了小朋友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兴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肖培瑶

了了解解剪剪纸纸艺艺术术

为了让小朋友在生活中了解消防安全知
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同时,
为了让小朋友在暑假里对安全引起重视，过
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7月12日,聊城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纪检部在人民公园举办了“安全
要讲 事故要防”活动。为公园里的小朋友讲
解安全知识，讲述古时制造吉祥缸用于防火
和救火。随后，志愿者向小朋友讲述了过去几
年以及近几年发生过的火灾案例，志愿者通
过这些案例让小朋友找出案例中火灾发生的
原因，加深了小朋友对消防安全的意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肖培瑶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和平社区举办了“放
飞创新思维，美化社区环境”社会实践活动。
为改善社区的环境，志愿者们对井盖进行清
洁美化，在井盖上描绘大白、米老鼠等图案，
并邀请社区居民一同对井盖附近的垃圾进行
清洁，美化社区环境。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与
居民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此次活动
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环保意
识，更有利于为建设魅力社区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使社区环境得到美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王静

了了解解消消防防知知识识 美美化化社社区区环环境境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在聊城市慧聪语训中心举办“稚手印童
心，童心绘童趣”主题活动。志愿者让小朋友
们辨别各种色彩，让他们选择出喜欢的颜料
并帮他们把颜料涂在手掌上。他们将涂满颜
料的小手印在纸板上。志愿者裁剪孩子们的
小手印，粘贴到准备好的树干背景墙上，变成
了一幅幅美丽的画作。活动期间，志愿者与孩
子们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次活动
的成功举办，有利于小朋友们辩识到更多的
颜色，培养孩子们的艺术创造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张林和 李新然

童童心心绘绘童童趣趣

为了增强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意识，防止
悲剧发生，2019年7月11日，聊城大学历史文
化与旅游学院组织志愿者在聊城市阳光宝贝
幼儿园开展了“增强防溺意识，绽放生命光
芒”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以展板为载体，讲解
了生命的珍贵和溺水问题的严重性，并一起
学习防溺水安全的基本常识。通过讲解，孩子
们对生命安全有了更多的重视，明白了学会
珍爱生命，懂得了在生活中要自觉远离危险。
通过本次活动，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也
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珍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蔺哲

增增强强防防溺溺水水意意识识

基基层层一一线线调调查查研研究究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者
王尚磊 实习生 张华)

壹粉李先生在齐鲁壹点新闻
客户端情报站发来信息称，聊
建集团家属院自来水水费每
月交损耗费比实际用的还多。
记者了解到，这个小区属于老
旧小区，水电暖线路都已经老
化，需要改造。物业称需要小
区成立业主委员会，集体表决
小区水电暖改造的问题。

家住聊建集团家属院的
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最近几
个月，他交的自来水水费中的
损耗费比实际用水水费还要
高。“假如我用了30元的自来
水，但要交的水损要高于30
元。”李先生说，这样的问题存
在七八年了。

对此，记者联系上了聊建
集团家属院物业公司的一名
负责人，这名负责人表示，聊

建集团家属院的居民楼大都
是1974年、1975年建设的，属
于老旧小区，期间经过了房改
房，目前小区内的水电暖都已
经老化，需要改造。

“很多水表也已经损坏。”
这位物业负责人表示，物业是
最近两年才开始接管小区，而
且没有收取物业费用，义务帮
助居民打扫卫生，只是代收自
来水费。这位负责人表示，老
旧小区的水电暖改造产生的
费用需要居民自筹，目前需要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集体表
决水电暖改造的问题，业主委
员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展了。

这位物业负责人表示，这
个小区居民有400多户，其中1
号楼的居民已经自筹费用改
造了自来水管道，效果很明
显，1号楼水损的问题得到了
解决。如果按照1号楼的改造

标准，每户需要600元左右的
费用。这位物业负责人表示，
居民自筹费用后可以由新成
立的业主委员会找施工队施
工，也可以由物业来找施工
队。

找记者，上壹点，与记者，
在线聊；情报站，发报料，邀助
力，上头条。欢迎下载“齐鲁壹
点”APP全省600多名记者在
线等你来报料！

聊聊城城一一小小区区水水损损竟竟比比水水费费还还高高
物业称需成立业主委员会，集体表决小区水电暖改造问题

找记者，上壹点

7月23日，沙镇黄屯小学教
师远程研修开班。本次研修主
要通过网络进行，分三个部
分——— 课程、观评课和观课报
告。通过这次研修，各位老师可
以提高自身师德素养、教学素

养以及教育教学管理能力。
早上8：30，沙镇黄屯小学

的各位老师到达了学校，无一
人缺席。王校长带领大家来到
微机室，说明了此次研修的意
义，希望大家用心学习，提升

自己。各位老师打开电脑，认
真学习课堂实录，在课程各个
环节，遇到疑问的地方，老师
们相互交流、探讨、互相切磋、
分享；遇到困惑的地方，老师
们会相互帮助、学习。(王爱平)

天天道道酬酬勤勤，，用用心心成成长长
——— 东昌府区沙镇黄屯小学教师暑假远程研修记

在临清戴湾镇牛庄村有
这样一位孤寡贫困老人，名叫
田俊峰。每当提到这位已经85
岁高龄的老人，村里的男女老
少都会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就是这位年逾八旬的孤寡老
人为村上贫困老人义务免费
理发几十年。

田俊峰是村里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从三十来岁就开始
在村里为贫困老人义务理发，
直到现在依旧风雨不变，2017
年底顺利摘下“贫困帽”。对于
田俊峰来说，义务免费理发或
许是他的一种慰藉、一种寄
托，他用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
来回报，是一名贫困群众淳朴
情感的自然流露。 (赵彤)

心怀感恩 贫困户老人的义务之举

在临清市魏湾镇贫困人
口中，多半是因病、因残、因灾
致贫，现虽已全部脱贫，但仍
需政策帮扶托底。在此方面，
保险行业体现出巨大的行业
优势，为贫困群众提供多层次
多形式的保险保障，使帮扶变
得更精准更全面。

镇扶贫办积极联系配合

保险公司，着手2019年上半年
特惠保险线下报销业务。根据
反馈的人员名单，镇机关干部
顶着烈日入村宣传走访。针对
部分贫困户行动不便等特殊
情况，帮包人直接入户，做到
扶贫“最后一公里”，保障特惠
保险报销工作顺利开展。

(邹天)

与保险行业携手，走好脱贫攻坚路

每天天刚亮，伴随着一阵
闹钟，刘芳芳匆匆地起床，准
备早餐，然后叫醒两个孩子洗
漱吃饭，把孩子送到学校后，
刘芳芳立即赶到正在生病的
贫困户甄德怀家中，看望他的
病情是否有好转。和往常一
样，刘芳芳就这样开始她一天
的扶贫工作。

刘芳芳，现任临清戴湾镇
大柳庄村扶贫专职。自参加扶
贫工作以来，她始终把扶贫工
作摆在首位，把困难群众放在
心上，勤学好问，吃苦耐劳，切
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
凡的成绩。

(张博 赵彤)

带着孩子去扶贫的村级扶贫专职

注销公告
聊 城 佰 绘 森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502MA3D41LE7T，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成立清算小组，请债权人于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声明！

2019年7月26日

挂失声明
陈政旭，性别：男，出生日

期：2 0 1 4 . 4 . 1 6，出生编号：
O370860468，父亲：陈斌光，母
亲：王兰，出生医院：聊城市东
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陈金旺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

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0095816，

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

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史真真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

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0098374，

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

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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