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东青高速公路改扩建需
要，自2021年3月4日起至2021年
4月20日，在东青高速公路垦利
北收费站(G18荣乌高速K498+
000处)至青州北收费站(G25长
深高速K1418+000)路段占应急
车道勘测。届时将分段临时占
用应急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
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标志指示
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特此公告。

东营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山东东青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鲁邦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G18荣乌高速、
G25长深高速
东营至青州段
交通管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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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3月4日讯（记者
张国桐） 推动省会经济圈、鲁南
经济圈、胶东经济圈城市群内户
口通迁……3月4日，山东省人民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了“十四五”时期公安机关推进
平安山东建设的重点任务和举
措，其中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
方向以及具体内容作出了通报。

山东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
长刘伟表示，人口管理是国家行

政管理的基础，事关人民群众切
身权益，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山东
省将在人口登记、人口迁移以及
人口管理方面进行提升。

对于群众关心的人口迁移，
公安机关实施经常居住地登记户
口制度，充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
选择定居的意愿，按照“宜城则
城、宜乡则乡”原则，一方面全面
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取消其他前
置条件和附加限制；另一方面允

许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
入乡返乡创业就业的高校学生、
退伍军人，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
使用权的原进城落户农村人口回
农村落户，促进人口双向流动，合
理分布。

而在人口管理上，以居住证
为载体，进一步创新完善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政策措施，推进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
口。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准确掌

握全省人口数量规模、素质结构、
城乡分布、迁移流动现状和发展
趋势，为优化人口结构、改革人口
政策提供参考，为各级党委、政府
加强社会治理和实施“十四五”经
济社会规划提供基础数据。

在人口管理等方面，山东警
方还会继续探索，推动省会经济
圈、鲁南经济圈、胶东经济圈城市
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引导
劳动力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实施12
项移民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服
务对外开放新高地。落实交管服
务12项新措施，扩大机动车免检
范围。

此外，全省公安机关将会继
续升级完善“互联网十民生警务
平台”，推进身份证、居住证、户口
本全程网办；临时身份证明、户籍
证明在线打印；电子身份证“亮
证”应用更广泛。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郑玥 王晨
见习记者 解发发

学生投票，家长陪餐
全校1400人吃得放心健康

3月3日上午10点半，记者走
进日照市山海天青岛路中学食堂
后厨，职工围在一旁忙碌着，一个
个包子罗列整齐，就等着到时间
开火上锅蒸了。

“学生家长普遍反映，想让孩
子每周都能吃上一顿包子，所以
每周三设为学校的包子日。” 山
海天旅游度假区青岛路中学校长
宋红雨表示。

就餐学生每人中午交一元
钱，小学生就可在校享用价值4元
钱的午餐（财政补贴3元），初中生
可享受5元钱的午餐（财政补贴4
元），这便是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

“一元午餐”政策。仅需一块钱，一
荤一素一汤，主食管饱，孩子们的
午餐再也不用家长操心。

青岛路中学食堂自2017年运营
以来，严格落实“一元午餐”制度。现
在就餐人数已达到1400余人，约占
学生总数的93%，食堂14名工作人
员全力为学生饮食保驾护航。周一
到周五，餐餐不同，并根据时令变
化菜谱。食堂餐具消毒有保障，严
格落实一洗刷二浸泡三蒸煮四消
毒的工序。

“每隔一段时间，学校便会组
织学生投票，评价食堂菜品，选出
最喜欢的饭菜保留。我们要做就做
学生真正喜欢吃的菜。”山海天旅
游度假区青岛路中学副校长卜庆
林说道。

“刚开始实行一元午餐时，很
多家长担心孩子吃不好。我们随即
安排了家长陪餐，每天两位学生家
长前来陪同吃午餐。当他们看到教
师和学生吃得一样，吃得还很好，
就都放心了。”宋红雨说，青岛路中
学实行的三级陪餐制度，校长、班
教组和家长代表三位一体，共同监
督午餐的营养与健康安全。

一荤一素一汤主食管饱
农村小学标准一个样

3日上午刚过11点，山海天旅
游度假区龙山路小学食堂，几名
工作人员正将刚做好的热菜均匀
分配，装了满满当当一整盆，再盖
好盖子，挨个摆放在餐桌上。

没一会儿，几名老师便带领着
一年级的孩子有序进入食堂，分散
入座。每份餐盘里足量的蘑菇炒鸡
蛋、芹菜炒肉，一碗蘑菇鸡蛋汤再
配上米饭，学了一上午课程的孩子
们，开始香喷喷地吃起来。

“我们农村小学的孩子家长
外出务工的居多，中午无暇照顾
孩子。一元午餐的实施，切实满足
了家长的需求，破解了他们中午
接送孩子的难题，提升了教育温
度。”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龙山路小
学校长丁耀昌介绍说。

统一招标定点采购
把“一元午餐”做实做细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党工委、
管委会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行惠民助学之善，致力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近年来，山海天先后
投入近1个亿，为全区7处中小学
全部配建了高标准餐厅，食堂总

建筑面积达到10000余平方米，食
堂内配置了现代化的储存、加工
设备。目前，全区七所中小学一共
约6300名学生，在学校吃一元午
餐的有近6000名。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教体局副
局长卜现强表示，全区统一组织
食堂招标和配送。定点采购，对食
材溯本追源，有效提高食材质量，
控制了成本。

为了孩子们的“一元午餐”，区
财政更是每年出资近400万，减轻学
生就餐负担。教育上无私的投入，
管理上贴心的服务，工作上公开的
信息，把惠民实事做实、做细，让“一
元午餐”政策更加透明与阳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张晓晨

组织各区县排查指示牌

3月3日开始，齐鲁晚报刊发《明明有
指示牌,咋找不到公厕》《指示牌导向封
闭小区，如厕要过门禁》等报道，反映济
南市部分路段公厕指示牌导向沿路医院
或者封闭小区，市民如厕不方便的问题。

3月4日下午，济南市城市管理局专
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公厕指示牌的整改措
施。“我们将组织各区县城管工作人员对
街头公厕指示牌进行排查，对于发现的
问题进行汇总，并及时进行整改。”济南
市城市管理局设施处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自3月初开始，济南市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公共卫生间设施大排查与
管理保洁大提升行动。

济南城管部门将按照《2021年城市
管理工作要点》《济南城管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十大行动实施方案》《全市城管
系统“三比三强”作风大整改系列活动实
施方案》工作内容，进一步理顺公共卫生
间管理体制机制，完善保洁作业模式，严
格执行作业规范，不断优化设施配置，提
高综合监管实效，以优质的如厕环境提
升市民满意率。

着力解决区域性如厕难题

针对人流量较大区域，济南市城市管
理局将采取延时服务或者全天候开放的方
式，着力解决区域性市民群众如厕难题。

同时，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将以问题
为导向，向小处细处抓、向准处实处抓，
着力解决公共卫生间存在的各类设施损
坏维修不及时、保洁管理不标准、为民服
务不到位等问题。

通过张贴保洁标准公示牌、公开保洁
人员信息与投诉电话、登记日常作业与检
查记录、完善洗手液、消毒液等用具配置，
努力将细节标准不断转化为工作效能。

据了解，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将对各区
县公共卫生间设施排查建档、问题整改落
实、管理与保洁提升等情况进行分阶段、
分批次的现场检查，确保将公共卫生间设
施管理与日常保洁提升至新的水准。

不规范指示牌被拆除或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刊发后，报道中
涉及的不规范公厕指示牌已经进行拆除
或调整。

其中，和平路诚基中心附近的公厕
指示牌调整了方向；山师北街与和平路
交叉口处导示牌拆除，安装在沿山师北
街向南路东003路灯杆。

对于解放东路封闭小区姚家雁翔苑
北门附近的多块公厕指示牌，工作人员
已经拆除；对于历山路（经十路至和平路
段）的公厕指示牌，工作人员也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了调整，指向更精准，分别引导
至大润发、优品汇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山
东凯旋商务中心。

山东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

原进城落户农村人口可回村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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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吃上“一元午餐”，家长暖心
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每年出资近400万减轻学生就餐负担

孩子们回家吃午餐和家长的工作时间有冲突，在外面的小餐桌吃，家长们又不放
心。而在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中小学推行“一元午餐”模式，通过财政补贴、学校
建设高标准餐厅的方式，运行得非常成熟高效，也办到了家长心坎里。

济南紧急启
动公厕设施大排
查。3月4日，济南
市城市管理局召
开专门会议，针对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持续关注的公
厕指示牌不规范
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

同时，济南市
城市管理局将对
公厕存在的环境
卫生和区域性市
民群众如厕难等
问题一并进行排
查、整改。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龙山路小学学生正开心地吃“一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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