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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博山区城东
街道机关党总支与扶贫办联合
开展以"清一次卫生死角，拉一
段家长里短，吃一顿暖心水饺"
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纷
纷到孤苦残障的贫困户家走访，
帮老人打扫卫生，陪老人度过温
馨的一天。 (昃冬梅 王俊怡)

霜重一丝暖

帮扶赤诚心

本报讯 近年来，沂源县持
续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先后
组织结对帮扶干部开展入户走
访活动，为贫困群众送去面粉、
大米、电风扇、面条、月饼等生活
用品，并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让
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
们的关怀和帮助。 (唐宁宁)

沂源县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为贫困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周村区林业服务
中心在王村镇发展玫瑰种苗繁
育大棚建设项目，促进林业扶贫
工作。截止到11月22日，该项目
已覆盖24个村206户417人，预期
实现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300元
以上，并根据贫困户家庭情况进
行差异化分红。 （崔雪）

玫瑰项目

力促林业扶贫

本报讯 沂源县大张庄
镇在娄家铺子村投资建设了
一所公共浴室，可辐射周边8
个村、5000余名群众。该浴室
每月为每名贫困户发放一张
洗浴券，固定每周六对贫困
户开放，切实改善贫困户卫
生健康条件。 (唐宁宁)

沂源县“小浴室”里

藏着脱贫“大民生”

本报讯 沂源县鲁村镇西
徐家庄村和楼子村积极探索秋
葵种植和销售渠道，与合作社达
成协议，流转土地400余亩，雇佣
当地贫困群众进行田间管理和
采收，农户流转土地每亩800元
租金，干活每天收入70元，多途
径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唐宁宁)

沂源县小秋葵

成脱贫致富好路径

本报讯 为拓宽贫困群众
增收渠道，沂源县鲁村镇贾庄村
根据村情民意，对村里闲置多年
的小学进行改造，建起标准化桔
梗加工车间。从4月份投用以来，
该车间先后设立了4个加工点，
发放村民工资30余万元，吸纳40
余名贫困户就业增收。(唐宁宁)

桔梗车间带动

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推
行低保扶贫两项制度融合，把两
项制度的组织机构、操作规程、
认定程序等进行全方位融合。整
合或取消低效、重复政策20多
项，形成9大类、30项统一执行的
政策目录，实现了救助帮扶效能
的最大化。 (韩小丽)

低保扶贫两项制度融合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
推行“八有八达标”实现贫困
家庭帮扶标准化。从家庭收
支台账、帮扶项目、家政护
理、庭院硬化、住房安全等16
项“扶贫幸福工程”为扶贫划
出红线，精准帮扶提升了贫
困群众幸福指数。 (韩小丽)

16项“扶贫幸福工程”

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推
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在全面
落实低保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全
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月2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为每人每月100元。 (韩小丽)

临淄区顺应困难群众需求

推行后扶贫时代改革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依
托辛店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扶持公益组织，16家入驻的公益
组织成为脱贫攻坚社会扶贫中
坚力量。为贫困家庭开展免费健
康体检、康复护理、心理健康讲
座等服务，实现了精准扶贫、共
赢发展的局面。 (韩小丽)

临淄区依托组织孵化

精准扶贫互利共赢

本报11月27日讯(记者 王
建炜 通讯员 梁兆福) 11月
27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淄博火车站、
淄博北站、临淄北站将在12月份
开办电子客票业务，市民出行可
减少排队取票环节，纸质车票将
不再是“必需品”。

电子客票，是电子数据形式
体现的铁路运输合同，旅客购票
后，铁路运输企业不再出具纸质
车票。这意味着以往乘车前的“取

票”环节将成为历史，同时用作乘
车凭证的纸质车票，在今后的乘
车过程中将不再是“必需品”。

据悉，我国现有的铁路纸质
车票，集铁路旅客承运合同凭
证、乘车凭证、报销凭证等功能
于一体。电子客票将原纸质车票
承载的功能分离，实现运输合同
凭证电子化、乘车凭证无纸化、
报销凭证按需提供，进一步提高
旅客出行体验。

据介绍，实施电子客票有利

于推行旅客自助化实名验证、自
助化验票等无干扰服务；减少了
排队取票环节，旅客凭购票时所
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即可
快速、自助进站检票乘车；如旅
客未使用现金购票且未取出报
销凭证，无论哪个渠道购买的车
票，都可以在互联网自助办理退
票或改签，方便旅客办理退改签
业务。同时，实施电子客票还有
助于提高旅客售票组织和乘降
组织效率，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淄淄博博火火车车站站年年底底前前将将推推出出电电子子客客票票
无需取票即可上车，纸质车票将不再是“必需品”

本报11月27日讯(记者
王建炜 通讯员 王坤利
邵明春) 11月27日上午6:00，
G5559次和谐号动车组驶出淄
博北站动车存车场，上午6:51
由淄博北站出发，经停潍坊
北、青岛西、董家口、日照西、
厉家寨、临沂北、蒙山等站点
驶抵曲阜东站，历经3小时29
分钟左右，这是淄博市开行的
首列始发动车组，标志着淄博
市结束了无始发动车组的历
史，同时也标志着淄博北站动
车存车场正式启用。本次列车
联通了济青高铁、青连铁路、
鲁南高铁等三条铁路。

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天共
有20余人从淄博搭乘G5559次
列车。乘坐本次列车的吕朋老
师带着自己的两个学生准备
前往日照学习，吕朋告诉记
者：“以前我们都是开车或者

坐汽车去，很不方便，到达日
照一般需要4个小时以上，现
在有了高铁更快更便利。”

为实现淄博市始发动车
组零的突破，市委市政府高瞻
远瞩，超前谋划，积极争取，多
次对接国铁集团、济南局集团
公司、济青高铁公司，最终国
铁集团同意淄博北站动车存
车场与济青高铁同期建设。淄
博北站动车存车场位于淄博
北站西北端，杨楼村与济青高
铁正线之间，建设用地总规模
211亩，近期实施2条存车线，
预留2条存车线的建设条件，
每条存车线有效长度580m，
满足2列8辆编组动车组的存
放要求，2条存车线可存放4列
8辆编组动车组，形成了完备
的动车运用所，为动车组列车
提供检查、测试、维修、养护和
停留等服务。

淄淄博博始始发发动动车车组组运运行行当当日日
2200余余名名市市民民到到站站体体验验

本报11月27日讯(记者 赵
原雪)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
息，未来冷空气将停止“猛攻”，
但仍有三股弱冷空气将先后影
响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段为26
至27日，28至30日以及12月的1-
2日。随着气温的持续降低，淄博
的冬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未来
四天，淄博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
°C，昼夜温差最大保持在11°

C左右，预计本周六淄博将迎来
今冬第一场雪，提醒市民做好防
寒保暖准备。

目前，全市已完成供暖工
作，位于张店柳泉路的谢女士
告诉记者，自供暖后，室内外温
度截然不同。“家中的暖气很
足，有时在家里穿短袖也不会
冷，但是一出门，需要穿上厚厚
的羽绒服保暖，温差十分大。”，

对于这样的情况，气象台工作
人员提醒市民，冬季做好保暖
工作，切勿因室内外冷热交替
引发感冒等疾病。

根据淄博气象台发布的天
气预报，未来四天的天气情况
为：29日：2℃—6℃多云转阴；
30日：-1℃—6℃小雨转阴；12
月1日：-4℃—7℃多云转晴；
12月2日：-3℃—8℃晴。

淄淄博博本本周周六六有有望望迎迎今今冬冬首首场场雪雪
昼夜温差最大至11℃，提醒市民做好降温保暖措施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党支部开展党员学习心得交
流活动。 (亓和田)

近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党
支部开展“我的入党故事”交流
活动。 (亓和田)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对表现优异的学生进行表彰
奖励。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组织
学生到敬老院开展孝敬老人活
动。 (亓和田)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举行“好人好事，从我做起”
教师演讲比赛。 (亓和田)

心得交流开展党员活动

学生奖励

孝敬老人

学做身边好人师德讨论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教师开展了“干好本职工作，做合
格老师”大讨论活动。 (亓和田)

本报讯 进入冬季，低温、
雨雪、雾霾天气增多，为加强冬
季公路养护，保障行车安全，桓
台公路事业服务中心采取多项
举措，确保冬季公路安全畅通。
该中心因时选材，着力提升公
路小修质量。及时处置路基路
面病害，在管养路段实施路面
灌缝作业，采用适于冬季路面
维修的高粘凸型贴缝带，封水
性强、安全环保，防止降雪后产
生融水随病害处进入路基破坏
其结构强度，同时，修补材料应
用时间快，可在维修后迅速开
放交通。

该中心优化保洁，科学管
控机械人员配置。加强路面保

洁机械、人员动态监管，根据冬
季天气情况，调整优化机械保
洁方案，合理配置人工辅助清
理，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适时加大清扫力度，实施GPS
考核监管，明确操作标准与流
程，全面提升公路保洁水平。

该中心排查隐患，及时维
护公路安全设施。对沿线损坏
的中隔带护栏，急弯、陡坡、穿
村路段缺损的标志标线及时下
发派工单进行维修、更换，确保
设施防护功能齐全。实施冬季
桥梁维护，及时清除桥梁泄水
孔、伸缩缝积水处，防止冻胀对
构件产生破坏。

.(孙鲁宁)

桓桓台台公公路路事事业业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扎扎实实做做好好冬冬季季公公路路养养护护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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