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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鲁中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周扬亮）
6月25日上午，中俄雪野湖直
升机竞技赛在济南市莱芜区
雪野航空展览馆举行。本次活
动内容包括飞行表演、竞技飞
行比赛、飞行互动等，精彩的
表演让现场观众直呼“过瘾”。

活动现场，螺旋桨飞转，
旋翼马达轰鸣。中俄飞行学院
的小型直升机缓缓升起，分别
进行了R-22飞行表演，直升机
太极互动表演，直升机开啤酒
竞技比赛、定点投放、空投粽
子等多个项目表演，让现场观
众大饱眼福。

山东省航空运动协会主席
杨建军表示，此次活动的开展，
一方面丰富了旅游区的航空文
娱项目，吸引关注飞行、喜欢飞
行的游客，增加景区游客流量；
另一方面能够以小型的航空文
娱活动，持续营造雪野航空文
化氛围，发扬航空运动体育精
神，展现航空文化魅力，让更多
的人有机会走近航空，了解航
空，关注航空，热爱航空。

据悉，莱芜区雪野旅游区
作 为 国 家 级 航 空 运 动 项
目——— 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
永久举办地，自举办以来吸引
了无数航空运动爱好者的瞩
目，为莱芜雪野带来了浓厚的
航空文化氛围，打造了全国知
名航空城名片。近年来，航空

产业在雪野发展迅速，雪野通
用机场以完善的基建设施，优
越的航空文化背景，目前，已
有10余家通航企业入驻，驻场
航空器多达50余架，小到无人
机旋翼机，大到直升机米-26，
年飞行量飞行小时居全国通
航机场前列。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航空
运动协会、山东通用航空协
会、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筹委
会办公室及陕西中俄飞行学
院有限公司举办，活动结束
后，围绕航空体育文化与航空
娱乐，举办方举行雪野湖直升
机竞技赛发展研讨会。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亓玉飞）
28日上午，莱芜区司法局组织开展了
2020年上半年全区行政执法人员年审考
试。全区共计180人参加考试。

本次考试采取纸质试卷、闭卷和AB
卷方式进行。试卷从省司法厅全省行政
执法人员资格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考
试内容包括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
政强制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行政程序
规定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等公共法律
知识，考题均为客观题。考试人员凭本人
身份证参加考试。

本次考试满分100分，考试合格线为80
分，80分以上（含8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
不合格。考试结果由省司法厅统一发布。

雪野湖畔飞行员空中秀绝技
直升机空投粽子开酒瓶，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跟踪回访，让司法救助更温暖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亓

玉飞 通讯员 张丙栋） 司
法救助效果如何？被救助对象
恢复情况怎么样？6月23日，济
南市莱芜区检察院对一起司法
救助案件开展了案后回访工
作，看到昔日帮助过自己的检
察官，小洁坐在沙发上，开心地
朝他们笑着问好。

今年22岁的小洁原本是个
美丽善良的女孩，但2017年8月
29日的那次交通事故，让她的
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故造成小洁伤情严重，各个
部位均有不同程度伤残，构成
完全护理依赖，先后住院治疗
256天。原本小洁的父母就没有
固定工作，为了给她治疗，只能
卖掉居住的房子从外面租房
住，母亲为了照顾她无法外出
工作，家庭的所有经济来源全
靠父亲打工苦苦支撑，但本就
跌入谷底的家庭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赔偿，让一家人的生活再
次蒙上一层阴影。

“你们看我女儿这种情况能
不能向你们申请司法救助，我需
要准备哪些材料？”小洁的妈妈
了解到女儿的情况可以向检察
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2019年9
月16日，小洁的妈妈到该院提交
了司法救助申请材料。

得知这一情况后,承办检察
官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全面审
查，到小洁家进行走访,向其讲

解国家相关政策,及时启动司法
救助程序，指导其准备审核材
料、填写申报表，事无巨细，从
头到尾。经过与各方多次沟通,
成功帮助他们一家申请到了国
家司法救助资金3万元。

回访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小
洁家。经过积极的治疗和家人
的悉心护理，身体和意识都有
所恢复。回访人员除了详细了

解前期发放的司法救助资金使
用情况，询问小洁的健康状况
以及家庭生产生活情况，另一
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持
续关注小洁健康状况，深入了
解其需求，积极与民政、居委会
等相关部门、单位衔接，让他们
一家的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叔叔你们慢点，谢谢叔叔
送来这么多粽子……”返回途
中，第五检察部主任张卫的微
信收到小洁发来的消息。

去年以来，济南市莱芜区
检察院积极落实司法救助政
策，坚持“应救尽救、分类施策、
精准发力、合力攻坚”的原则，
竭力为刑事被害人提供司法救
助，已落实救助资金18余万元，
并建立司法救助跟踪回访机
制，确保司法救助资金得到准
确、合理、有效地使用，做到一
次救济，长期关怀，保证救助效
果落到实处，把司法救助工作
打造成更好、更优、更实的检察
产品。

莱芜区180人参加
行政执法人员年审考试

当好“店小二”贴心服务效率高
钢城高新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蔺相虹）

“像对待亲人一样为企业提供
优质服务，像做自己的事一样
尽心尽责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这是钢城高新区多年来
形成的发展理念。今年以来，
钢城高新区再掀服务企业发
展的高潮，以细心服务、用情
服务、精准服务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在山东亘石新材料有限
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正
在做新产品的性能测试。据介
绍，亘石新型防腐材料，是一
种绿色、环保新产品，这一项
目的引进，填补了钢城高新区
新材料产业的空白，也为全区

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当初，为让项目顺利落地，钢
城高新区没少下功夫。

“公司在落户之初，遇到
诸多问题，高新区工作人员多
次帮助协调解决，非常感谢他
们。”山东亘石新材料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赵兴仕说，首先是
厂房和实验室的问题，现成的
找不到，自己修建又耗时耗
力，资金上也有压力。最终是
高新区帮忙和其他企业协调，
并帮助装修，腾出了符合生产
需求的车间和办公室。

项目成功落地投产了，销
路销量又成了钢城高新区操
心的事。赵兴仕告诉记者，产
品虽好，但市场知晓率很低。

为推广产品、打开市场，钢城
高新区联合区投资促进局为
企业举办新型防腐材料推介
会，委托中科合创科技成果评
价中心和专家鉴定团对产品
进行鉴定，为公司打开了销
路。赵兴仕说：“从去年推介会
开完以后，我们产品销路逐步
打开，销量也提高了。到目前
为止，已经签约了100多家区
域代理商，1—5月份的销量达
到了上万吨。

为更好地当好企业“店小
二”，钢城高新区对辖区内骨干
企业、成长型企业进行责任分
工，定向服务，针对企业难题制
定一企一策。“我们根据区里出
台的鼓励企业发展33条意见，

出台了符合辖区实际的政策和
实施意见，从资金、人才对企业
进行扶持，我们只想企业心无
旁骛搞生产，其他的我们来
办。”企业帮办员陈敏如说。

在为企业提供最贴心、最
优质、最需要的服务的同时，
钢城高新区还高标准建设了
全区目前规模最大的创新创
业孵化平台——— 高新区孵化
大厦。大厦配备了标准化厂房
及研发、办公等配套设施，总
建筑面积3 . 2万平方米，其中
标准车间2 . 7万平方米，展厅、
研发及办公设施5000平方米。
目前，已有10余家企业入驻，
年可实现产值6亿元，利税1 . 8
亿元，安置劳动力500人。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亓玉飞） 近
日，为确保建筑企业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维护统计法律法规权威，防止虚报、瞒报、
漏报，莱芜区统计局与区城建局深入企
业，积极作为，开展了建筑业统计数据质
量联合巡查。

此次巡查主要围绕数据真实性、合
理性开展，到凤城街道办随机抽查的11
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对“一套表”源
头数据质量和数据支撑情况进行核查，
看看是否做到数出有源、数出有据，是否
有虚报、瞒报、漏报。巡查过程中，依照检
查程序，巡查人员认真查阅和核实了企
业增值税申报表、利润表等财务资料和
施工承包合同、工程进度单等工程资料，
详细询问企业统计员数据采集依据和计
算方法，认真做好检查记录，并与相关人
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梳理并当场反馈了整改意见或措施。

莱芜区统计局：

协同区城建局开展

建筑业数据质量巡查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亓玉飞 通
讯员 李振）“教育是一棵树去摇动另
一棵树，是一朵云推着另一朵云,是一颗
心灵去感动另一颗心灵。”这是一种教育
信仰、一种教育情怀，是时刻传递给学生
人文关怀，济南市莱芜区汶源学校一直
走在探索新人文教育的路上。

莱芜区汶源学校的教师团队有担当
能作为，赢得社会广泛好评的背后，是开
学后老师们桌案上一盒盒的润喉片，是
放学后办公室里迟迟不灭的灯火，是坚
守与汗水凝结的奉献精神。

汶源学校坚持“生活教育”的办学之
路，积极融入济南市教育局提出的“领航
学校、特色学校、新优学校”创建行动，推
进学校内涵提升，减负提质。深化课程及
课堂教学改革，加强根基教育、三课建设、
高效阅读、实验数学、信息技术与课堂融
合、新教育实验等实践与研究，夯实教学
常规与质量管理，深层次激发广大教师干
事创业的“活力因子”，勇担重任、争当表
率，努力创办“学生优雅、教师优秀、质量
优等、学校优质”的人民满意教育。

莱芜区汶源学校：

有情怀的作为

孕育有温度的教育

挂 失
莱芜市华康医药有限公司金洪店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JY13712030007951）、万科大药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JY13712030017107）、呈
瑞堂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137120300101412）、莱芜市华康医药有
限公司金洪店二类医疗器械备案证(证书
号:鲁莱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140)、济南
市华康医药有限公司公章（防伪号：
91371203312919016T）丢失，特此声明。

直升机和太极互动表演。

检察院工作人员回访救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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