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济阳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武俊

新闻

城事

组版：刘淼

找 记 者

E03
上 壹 点

真情在挥洒，爱心在传承

区公安分局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成品油抽检工作

市场监管之窗

公安分局献血现场。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程
玉 萍 ） 真 情 在 挥 洒 ，爱 心 在 传
承。6 月17 日上午，区分局组织民
警、辅警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现场，参与献血的民警、
辅警精神饱满，按照要求填写献
血表，检测血质，认真听取医护人

员讲解献血过程中应注意的事
项。血液初检达标后，适献血人员
有序排队，进行静脉采血。每位志
愿者无偿献血200毫升至400毫升
不等。血液中心送上《感谢状》表
达对公安机关热心公益事业、心
系群众、乐于奉献精神的高度赞
扬，并感谢为社会贡献了“济阳公

安血液”。
此次献血活动得到全局民
警、辅警的积极响应，大家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传递了警营正能量，营造了浓
厚的无偿献血氛围，展现了济阳
公安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高尚
情怀。

区公安分局联合区相关单位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程
玉萍）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教育的精准度和普及
率，近日，区公安分局联合区金融
事业发展中心开展以“守住钱袋
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
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区委宣传

部、区政法委、区市场监管局、区
税务局、人民银行济阳支行、各金
融机构等部门参加活动。
活动通过播放宣传片、
发放宣
传材料、设置宣传展板、设立咨询
台等方式，对非法集资的特征、表
现形式、
常见手段及如何进行防范

给群众进行了详细讲解。
此次宣传
使广大群众，
尤其是中老年群众真
正从思想上提高警惕，使“高收益
必然伴随高风险”
“参与非法集资，
风险自担、
责任自负、
政府不买单”
等理念深入人心，
真正远离高利诱
惑，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生态环境济阳分局召开贯彻落实
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会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曹
雨菡） 6月16日晚，
在济阳分局三
楼视频会议室，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
济阳分局召开贯彻落实全区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专题会会议精神会
议。党组书记、局长张玉新主持会
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讲了意见。
会上，
张玉新首先传达了全区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会会议精
神，
就吕灿华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
认真传达并要求深刻领会执行。
同
时要求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
认清
当前形势，坚定责任担当，坚持问
题导向、
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
把各
项工作抓细抓实，
坚决打赢我区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并提出具体工

作措施，
立刻成立以网格中心为主
的裸露土地巡查专班，
对全区的裸
露土地不分昼夜、
节假日等不间断
督察巡查，在扬尘污染治理上发
力；
周末及节假日每个科室都安排
值班人员；建立调度机制，形成合
力；局领导要经常深入一线，为我
们的一线人员提供帮助等。

济阳区人大进行大气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曹
雨菡） 6 月17 日上午，济阳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向军带队进行
大气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
检查。现场察看了济南矗鑫建材
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加油站(济阳
30站)、万科时代之光以及济南金
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查看结

束后，在区政务中心五楼会议室
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向军指出，近年来，全区上
下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围绕
蓝天保卫战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
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济阳区的生
态文明建设。同时要求，各职能部

门要高度重视生态环保问题和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要查找问题和不足，细化解决
措施和方案；要加大宣传，提高法
治意识；
加强部门联动，
形成合力，
强化责任落实；要精准施策，提升
防治效果；
要依法推动解决大气污
染突出问题，
打赢蓝天保卫战。

长清区扶贫系统到济阳区
座谈交流脱贫攻坚档案管理工作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杨
维娜） 继槐荫区、
莱芜区、
钢城区
到济阳区交流脱贫攻坚档案管理
6月13日，
工作以来，
长清区扶贫办
副主任娄斌带领扶贫系统一行16
人，
到济阳区交流脱贫攻坚档案管
理工作。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区扶
贫办主任王国庆同志主持活动。
在济阳区扶贫办会议室召开
座谈交流会。
区扶贫办副主任宋玉
霞同志对全区贫困户户档案整理

工作，从体系化、规范化、信息化、
示范化四个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
介绍。
济北街道扶贫办主任臧娟同
志通过形象生动的PPT，
对贫困户
户档案管理工作程序、
济阳扶贫脱
贫攻坚监控系统微信小程序进行
了演示，详细地讲解了档案的收
集、
整理归档等经验做法。
随后，长清区扶贫干部现场
查阅了户档案，扫码体验了微信
小程序。两区扶贫干部就档案管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张桂荣） 为进一步加强成品油
质量监管，
严格控制流通领域成
品油销售品质，
从严查处不合格
成品油违法经营行为，近日，济
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区工
信局对区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
抽检，计划监督抽检52批次。此
次抽检严格按照抽检流程，
做好
现场抽样、
现场签字、
现场封存、
现场留存备份等工作。
在抽检过程中，执法人员
认真检查了被抽检加油站的营
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等行政许可证件；查看了加油

站的进销货台账、进货发票，针
对进销货台账建立不规范、进
货发票保管不齐全的情况，执
法人员现场督促和指导成品油
经营企业按规定及时准确地建
立和完善进销货台账、进货票
证及油品质量等内部管理制
度，实现成品油可追溯管理，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
截至目前，共检查及抽检
25
加油站25家，抽检25个汽油、
个柴油、2 个车用尿素，共52 个
成品油样品。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
根据抽检结果对抽检不合格的
成品油商品经营者依法调查处
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网上公
示，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成品
油的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建立成品油市场常态
监管机制，促进济阳区成品油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理工作方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长清区一行，
对济阳区脱贫攻
坚档案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一
致认为济阳区脱贫攻坚档案管理
工作规范、
系统、
完整，
全面真实地
展现了贫困户脱贫历程和帮扶过
程，
将积极学习借鉴济阳在脱贫攻
坚档案管理工作的先进做法，
结合
本地工作实际，
认真消化吸收，
积极
推广。
两地继续加强交流，
持续推动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济阳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
成品油抽检
工作。

济阳市场监管所

组织工业园企业观摩学习食堂管理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许学玲） 为学习交流食堂管
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企业食堂
安全管理水平，近日，济阳市场
监管所组织辖区工业园企业食
堂负责人及餐饮管理人员40余
人，到上华公司员工食堂进行
观摩学习。
在上华公司负责人的陪同
下，参观人员一行先后参观了
食堂的厨房、面食加工间、切配
间、操作台等工作场所。同时，

介绍了该企业的餐饮文化理
念、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及食品
加工制度执行情况。
参观结束后，在就餐区召
开座谈会，监管所工作人员依
照日常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日常
督查内容，从8 个类别、18 个子
项分别进行了讲解说明。并根
据参观情况给餐饮单位指出了
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
方。会后，还和部分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探讨。

“遵承诺 重履行 从我做起”

济阳街道开展企业员工安全承诺活动

本报6月18日讯（通讯员
潘成香 孟芳） 为进一步开
展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济阳街道应急办公室组织辖区
企业，集中开展企业员工安全
承诺活动。
此次活动认真贯彻
“安全第
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的安全
生产方针，
通过企业主要负责人
或安全管理人员或班组长领读
承诺书，
每名企业员工在承诺书
上签名，
提醒企业员工遵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和企业制度规定，
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

不被他人伤害。
企业员工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积极
参加单位三级教育培训和应急
培训演练，坚持“反三违”活动，
严格履行本岗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
严格执行作业许可证管理规
定，
维护企业稳定发展。
目前，已有31 家企业开展
600余
企业员工安全承诺活动，
名企业员工签署了《企业员工
安全生产承诺书》，让安全生产
意 识 入 脑 入 心 ，为“ 安 全 生 产
月”活动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基
础保障。

校园简讯

为了扎实有效地开展防溺
水安全教育工作，帮助学生增
强防溺水安全意识，掌握防溺
水知识技能，济北小学开展形

式多样的防溺水教育活动，引
导学生充分认识防溺水安全的
重要性。
（郭法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