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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济南市市中区现场展示评议重点项目建设

互学互评，亮出“期中考”成绩单

这两位淮海战役烈士的家人，你们在哪
他们的籍贯分别是章丘和历城，当年牺牲在安徽怀远

天桥东街街道纪工委

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工作

本报8月9日讯（记者 戚云
雷 通讯员 丁庭方） 近日，济
南发布暴雨预警，面对汛情，天桥
东街街道纪工委积极落实各项防
汛减灾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做好
防汛工作。

压实责任，实行全过程监督，
对防汛工作纪律、物资储备、应急
处置措施等执行情况，多次进行
现场监督检查，层层压实责任，为
安全度汛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纪检干部闻“汛”而动，深入
防汛一线，实地查看易积水路段
和低洼易涝地带，重点排查辖区
老旧平房院落，挨家挨户叮嘱居
民做好防汛准备，用实际行动展
现守护“大家”的责任担当。

一天时间，17个重点项目，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评、一路议。8月9
日，济南市市中区举行2020年上半
年全区重点项目建设展示评议活
动，集中检验全区各街道推动重点
工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效，通过现场展示、互学互评，用

“期中考”成绩单透出品质市中项
目建设“乘风破浪”的底气。

在项目观摩后召开的评议会
上，与会人员认真听、相互议、找
差距、增信心，进一步抢抓机遇，
破题起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理念，发扬“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铁军精神，育新机，谋新篇，开
新局，抢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以
项目建设的新成果、新业绩为“六
稳”“六保”提供强有力支撑，坚决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双胜利。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悦 通讯员 孙化鹏

比武打擂“亮家底”
赛出项目建设精气神

这是一场激发干事创业热
情的项目建设观摩会。“亮出自
己的成绩，学习别人的优点。”本
着这样的思路，市中区17个街道
办事处纷纷晒出“招牌菜”“特色
菜”，聚焦市级以上重点项目、重
点棚改旧改（征收拆迁）项目、重
大双招双引项目，把推进项目建
设的好举措亮出来，共同见证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总体呈现逆

势上扬的态势，感受全区上下共
谋发展的信心和干劲儿。

一路行来，投资规模大、发
展前景广、科技创新突出的大项
目、好项目让观摩人员为之注
目：山东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吸
引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平台iTOT
总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中国常设展厅等优质项目
落户；山东出版智能产业大厦打
造高品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产
业基地；双龙庄、魏家村、大庙屯
村等安置房项目加快实现百姓
安居梦……一个个事关长远和
全局的重点项目正带动市中区
全域发展、民生幸福展开巨大变
革。

推进“一带一城”
打造科创产业高地

认真落实市委十一届十一
次全会精神，加快项目建设，关
键在实干。市中区将提高站位，
抢抓“三大国家战略”及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大机遇，全
面融入全市“东强、西兴、南美、
北起、中优”城市发展新格局，以
新区建设拉动旧城更新，以旧城
更新促进新区建设，“项目为王”
和“双招双引”双轮驱动，加快推
动二环南路“一带一城”建设，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一对一跟踪服务对接，搭建桥

梁、打通堵点、配套资源，加快项
目落地，培育科技创新产业新龙
头，构筑科技创新发展新高地，
引领市中驶上发展“快车道”。

如今，创业兴业的氛围愈
加浓厚，为市中区攻坚突破注
入强劲动能。市中区将重点打
造总占地10 . 3平方公里、规划
建设体量540万平方米，产学研
用 一 体 化 的 党 家 片 区“ 智 慧
城”，实施基础设施先行战略，
重点布局优质教育、医疗、体育
资源，打造高端人才、科技、资
本产业高地，构筑全市“西兴”
战略和济泰一体化发展桥头
堡。优化中心城区城市肌理和
风貌，以老商埠优势资源为核

心，从产业业态、建筑风貌、文
化展示、基础配套等方面进行
提升改造，让“百年商埠”焕发
生机，让老城焕发新气象。以生
态优先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
指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加快“一河两峪多园”等片区
生态修复，扮靓泉城“南大门”，
打造“山水融城”示范区。

“多点开花”
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的构成以项目为单元，
产业的成长壮大是项目集聚的
结果。市中区将以更深聚焦、更
宽视角看项目，出台支持重点产
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紧盯产业升
级方向补链、延链、强链，力争进
一步提升市中区产业的吸引力、
集聚力和带动力。在重点产业培
育壮大上下更大工夫，切实把各
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在数字经
济、科技文创、现代金融等领域
集聚一批“冠军型”“龙头型”“引
领型”“价值型”企业，为高质量
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比中学，学而思，思后评。在
观摩结束后的评议会上，全体人
员一致认为，越是面临疫情冲击
和经济下行，越是要进一步增强
以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在全区大力营造对标一流、快干
实干、攻坚突破、狠抓落实的浓
厚氛围，为建设“大强美富通”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体现市中担当，
贡献市中力量。

市中区举行2020年上半年全区重点项目建设展示评议会。

最高温将超35℃
今明两天注意避暑

本报8月9日讯（记者 赵卓
琪） 雨过天晴的济南“热情”重
现，济南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预计10日、11日济南大
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以
上，相对湿度大，高温中暑气象等
级较高。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晴转多
云，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左
右，最高气温34℃左右。高温中暑
气象等级4级，容易中暑。

10日夜间多云，北部地区局
部有雷阵雨，降水概率40%，11日
多云转阴，11日夜间有雷阵雨，降
水概率80%，南风3级，雷雨时阵
风7～8级，最低气温26℃左右，最
高气温34℃左右。

12日阴有小雨，降水概率
80%，南风3～4级，阵风7级，最低
气温25℃，最高气温32℃。

胡刘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之墓。 年介涛供图

烈士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近日，多年来义务为无名烈士
寻亲的“中国好人”“安徽好人”年介涛发布了两名山东济南籍烈士
寻亲线索，两名烈士均牺牲于淮海战役。年介涛希望能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帮两位烈士寻找到亲人。如果您有相关线索，可向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反映，以便帮助烈士回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袁之均”可能是“袁志君”
籍贯在章丘宁家埠

两名烈士之一袁之均，山东
章丘人，17团2连战士，1948年12
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转97师），
安葬地在安徽怀远县五区陈庄。

“我从中华英烈网上查到，章
丘烈士英名录中有一个叫袁志君
的，男，1947年10月入伍，可能和
袁之均是同一个人。”基于多年为
烈士寻亲的经验，烈士名字同音
不同字的情况时有发生，年介涛
由此推断。

得知袁之均的身份信息以及
年介涛的推断后，章丘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于6日进行了
相应查询。工作人员介绍，《章丘
烈士英名录》上确有一名烈士叫
袁志君，但至于他是不是袁之均，
还需要进一步信息来确认。

“袁志君烈士籍贯是在章丘
区宁家埠街道办事处，但其后代
已经无法查找。”上述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袁志君后代尚有，系统会
登记其家属所领取的烈士津贴记
录，“但系统并没有相关的领取记
录，我们也将告知街道办工作人
员做进一步查找”。

“张渠民”名字可能有误
目前历城查无此人

另一位烈士名叫张渠民，23
岁，男，山东历城县皮家庄村人，
1948年7月入伍，97师1连战士。安
葬地在安徽怀远县西小陈庄西北

角第七名。
8月7日，历城区烈士陵园工

作人员介绍，最近得知该消息后，
一直都在进行相关查询工作，但
并没有找到关于张渠民烈士的相
关记录，“《山东烈士英名录》、优
抚系统都查无此人”。

尽管其信息上记载着张渠民
烈士为“山东历城县皮家庄村
人”，历城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也对
其进行了搜索，但历城行政区划
中并无“皮家庄村”这一地址。

“行政区划在不断调整，不少
县城、村落随着行政区划调整而
消失、改名。”年介涛也遇到过类
似困境。“孙振和，山东崑嵛县白
禄区四甲庄人。”但年介涛始终未
能找到崑嵛县，最终通过查阅论

文和资料，终于找到崑嵛县相关
信息——— 1945年设立，1956年3月
撤销，其西北部入牟平县，东部划
归文登县。最终为烈士找到亲人。

“我们现在推测，‘张渠民’
这一名字会不会在登记时被错
误录入，”该工作人员说，“由于
当年参军战士信息都是人工登
记，也可能会因为字形相似、书
写潦草、生僻字等原因，导致名字
出现误差。”

“我们现在也寄希望于当地
工作人员能提供更详细些的信
息。”目前，历城革命烈士陵园工
作人员正在与安徽怀远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络，“怀远方面尚未将
烈士信息录入电脑系统，人工查
找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张渠民烈士的安葬地
“安徽怀远县西小陈庄西北角第
七名”，历城区烈士陵园工作人员
也存在疑问，“怀远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说，西小陈庄查无
此地。”

“档案上的地址只是原始信
息，目前烈士都安葬在淮海战役
蚌西北阻击战烈士陵园，也就是
胡刘烈士陵园。”年介涛介绍，怀
远县陈集镇（原名陈集乡）在淮海
战役老战士的口中叫“小陈庄”。
1948年底，淮海战役蚌西北阻击
战在怀远地区打响。

2010年，年介涛退休后参加
陈集镇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历时
四个多月，查清散葬在陈集镇的
83座无名烈士墓情况。2013年6
月，陈集镇将83座无名烈士墓迁
移到新建的怀远胡刘烈士陵园。

迁移过程中，年介涛发现写有
烈士名字的砖块或印章，从而为18
位无名烈士复原了姓名。随后，年
介涛走上为这些无名烈士义务寻
亲之路。2013年6月至今，已先后为
陈树胜、张良信、苏书祥、孙振和等
26位烈士找到家乡和亲人。

今年，年介涛来到江苏徐
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查询所有
牺牲在怀远县的淮海战役烈士
信息。再与胡刘烈士陵园的无
名烈士一一确认，袁之均、张渠
民两位烈士的相关信息便是由
此而来。

寻亲烈士均牺牲在怀远

现安葬于胡刘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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