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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下周起淄博集中办理中小学生身份证
时间持续一周，公安部门可提供“上门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原雪 通讯员 胡云雷

为保证全市中小学生顺利
参加会考和中考、高考，按照省
公安厅、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淄
博市公安局联合市教育局、市邮
政公司，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警校合作、警邮联动”集中
办证周活动，为全市中小学生集

中办理居民身份证。
据悉，活动针对辖区内年满

16周岁未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学
生，以及居民身份证即将到期的
适龄中小学生，自4月19日开始
至4月25日，为期7天。在此期间，
淄博市所有户籍窗口设立临时

“绿色通道”，对符合条件前来办
理身份证的中小学生及家长，实
行即来即办、优先办理。全市户

籍窗口电话也将接受个人预约
或学校集体预约，为学生家长和
学校提供便利。此外，4月24日，
全市户籍窗口全体停休、开门办
公，集中受理中小学生身份证办
理业务。工作日期间，全市户籍窗
口中午停休，开门办公，为提前预
约办证的中小学生办理业务。

为提高办证效率，为办证学
生提供便利，全市各区县公安机

关和区县教育局将会组织派出
所户籍民警进学校现场办理，学
校根据教学计划做好统筹安排，
确保办证和教学两不误。

全市还将通过“明白纸”“办
证指南”“班级活动”，以及为适
龄学生家长发送公益短信等方
式，广泛宣传集中办证周活动、
户籍政策和户籍便民服务措施，
提高群众知晓率。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张店大队(2021年 第001号)

关于对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驾驶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下列机动车驾驶人因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应当依法予以以处罚。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告知如下：

博山举办文旅高峰论坛，专家学者共话文旅发展

三年内争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晓光 张文珂

15日，城市微度假·博山文
旅高峰论坛在山东三水源生态
旅游度假区举办。淄博市文化和
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张振香，博山
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高
健，博山区委副书记、博山镇党

委书记朱玉友，山东水发文化旅
游集团总经理徐道明等文旅企
业、金融机构专家参加论坛。

城市微度假是文旅消费的
长期趋势，是新经济下的崭新业
态，是传统文旅转变发展模式。
博山全区A级旅游景区达到12
家，各级文旅示范点达到40处，
省级非遗达到15项。拥有网红打

卡地20处，10个乡镇中有8个是省
级旅游强乡镇。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副书记张振香在活动上致辞，他
表示，当前淄博正处于转型升
级、跨越发展的重要拐点期。在
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的战略选
择，就是依靠文旅新经济、依靠
城市微度假为博山打开上升空
间、插上腾飞翅膀，真正实现这
座城市和城市产业、城市经济快
速崛起。

博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主任高健在活动上介绍：“近
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博山始
终把城市微度假作为谋划新文
旅、打造新赛道的切入点和突破
口，深入实施“文化旅游+”战略，
全面加快微度假与文化旅游的
深度融合”。

记者了解到，博山仅用33天
就与乡伴集团成功签约，打造的
红叶柿岩理想村爆红全国；用3
个月时间建成投用的老颜神古

街成为国家影视拍摄基地；颜神
古镇、三水源、九龙峪山地琉璃
公园等一批标志性景点成为国
内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此外，博山与乡伴集团、朗
乡集团等高端文旅企业珠联璧
合，携手跑出了“博山效率”“博
山速度”。目前的博山已成功创
建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还将
力争用三年时间争创为国家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

论坛上，新旅界和三水源生
态旅游度假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依托各自的背景与资
源优势，在业务发展上建立深度
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实现资源
嫁接、优势互补，获取长远的市
场利益。

博山期待通过此次活动，进
一步为博山微度假发展集智聚
力，架起更多交流的桥梁，实现
更多共赢的精彩，打造更多新业
态，开启旅游新经济蓝海的广阔
天地！

经开区：

营造全民共筑

安全屏障氛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胡允鹏

15日，全国第六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淄博
经开区在区总体国家安全观
主题公园举行2021年“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宣传周”启动暨青
少年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区工委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刘哲，区团工委及各
镇、区各单位相关负责人和学
校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团工委负责
人宣读了《“4·15”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倡议书》；区办公室主
任刘哲宣布活动启动并为“青
少年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基地”
揭牌。随后为各镇、区机关代
表、学校师生代表赠授《国家
安全知识百问》读本。

活动倡议，全区各镇、机
关党员干部、学校师生要全面
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
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
要性，主动地支持国家安全工
作，自觉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的义务，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启动仪式结束后，活动参
与人员参观了经开区总体国
家安全观主题公园。

据悉，淄博经济开发区总
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公园位于
张店柳泉路与海岱大道路口
南500米路东处的青年公园，以
国家安全为主题，按照“一廊、
一道、一平台”即主题教育长
廊、主题教育大道、主题教育
平台的总体思路建设。2020年
12月底，该公园正式建成投用。
整个公园对国家安全知识进
行了全覆盖，内设宣传道旗100
余个，宣传立牌20余个，宣传栏
6个、宣传展牌10个、宣传雕塑6
个，等其他多元化宣传元素。
该公园旨在全面践行总体国
家安全观，加强辖区内广大人
民群众对国家安全教育的宣
传工作，提高市民对国家安全
的认识。同时，主题公园辐射
周边数个小区，人员流动量
大，是宣传国家安全知识，营
造全民共筑安全屏障的良好
平台。

办理指南

1 .申领条件
(1)公民应当自年满十六周

岁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请领取
居民身份证。

(2)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
自愿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由
监护人代为申领。

2 .申办地点
(1)活动周期间，省内人员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可自主
选择，就近到淄博市任一户籍
派出所申请。

(2)省外人员首次申领居民
身份证的需到户籍地所属派出

所申请。
(3)申请换领、补领居民身

份证的，可自主选择，就近到淄
博市任一户籍派出所申请。

3 .所需材料
(1)首次申领身份证：居民

户口簿。
(2)换领身份证：本人申请、

原居民身份证。
(3)补领身份证：本人申请。
4 .办理时限
受理机关自取：20个工作日；
邮政速递送证：10个工作日。
5 .证件工本费
(1)首次办理不收费；
(2)换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每证20元；
(3)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居

民身份证工本费每证40元。

温馨提示
1 .请穿着深色有领或者圆

领上衣，勿穿制式服装。
2 .请勿佩戴美瞳类隐形眼

镜或框架眼镜。
3 .请将头发梳理整齐，不要

梳的过高，请勿染过于鲜艳的
发色。

4 .请勿佩戴首饰(如发卡、
耳环、项链等)。

5 .请勿化浓妆，拍照时表情
端庄大方。

邮寄说明
1 .服务模式：身份证办理人

选择证件寄递服务后，省公安

厅出证后直接通过邮政EMS快
递按预留地址与收件人电话预
约后将证件按址送达。

2 .温馨提示：预留的收件人
电话需要保持通畅，推荐留存
办证学生家长电话及收件地
址。市邮政公司特设立查询电
话，电话号码为：0533-7865729。

掌上服务
1 .关注淄博户政公众号进

入“掌上户籍室”
2 .查询全市户政部门、户籍

派出所联系方式
3 .查询身份证办理进度
4 .查询居住小区的所属派

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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