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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建设，
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居民区周边
内坟墓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治理范围：大杨旧货交易市场东
侧散埋墓地、腊山南苑、腊山御园、泉景
嘉园西侧京福高速沿线东侧散埋墓地、
水屯小区东北侧大杨散埋墓地。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王府庄村联系人：宋梅英
联系电话：0531-87966029；
大杨庄村联系人：李俊才
联系电话：0531-87986980；
张家庄村联系人：许兴贵
联系电话：0531-87966655。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坟墓墓主
家属，在公告期内(2021年9月1日———
2021年10月30日)工作日时间与上述人
员联系，持个人有效证件、相关安葬证明
材料、墓主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登记，逾期
未登记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就地进行
园林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腊山街道办事处王府庄
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腊山街道办事处大杨庄
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腊山街道办事处张家庄
村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建设，营造良好宜居

环境，现就腊山山体范围内坟墓开展治理，公告如

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治理范围：腊山山体大致为东西走向，山脊北

侧范围内。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刘家堂社区联系人：刘永涛 联系电话：15154111909；
闫千户村联系人：李荣芹 联系电话：0531-87984732；
段店村联系人：井传河 联系电话：13031703077；
孔家村联系人：徐斌斌 联系电话：13808937177；
刘家场社区联系人：许峰 联系电话：13791001267；
前屯社区联系人：李强 联系电话：0531-68816177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坟墓墓主家属，在公告

期内(2021年9月1日——— 2021年10月30日)工作日时

间与上述人员联系，持个人有效证件、相关安葬证明

材料、墓主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登记，逾期未登记的坟

墓视作无主坟墓，就地进行园林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刘家堂社区居民

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闫千户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段店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孔家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刘家场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前屯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建设，

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居民区周边
散埋坟墓和传统墓葬点专项开展治
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治理范围：河畔花城、清河苑
小区、康城新苑居民区周边范围内。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楚家庄村联系人：曹光新
联系电话：15954103807；
东吴家堡村联系人：周培青
联系电话：13969123946；
中赵家庄村联系人：赵百梁
联系电话：13864039052。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坟墓墓
主家属，在公告期内( 2021年9月1
日——— 2021年10月30日)工作日时间
与上述人员联系，持个人有效证件、
相关安葬证明材料、墓主相关证明材
料办理登记，逾期未记的墓视作无主
坟墓，就地进行园林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楚
家庄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东
吴家堡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中
赵家庄村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

建设，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
居民区周边散埋坟墓和传统墓
葬点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

1、治理范围：西沙西苑居
民区周边、邹庄新村居民区周
边范围内。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西沙村联系人：周如刚
联系电话：13365315765；
邹庄村联系人：陈玉军
联系电话：13589070317。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坟
墓墓主家属，在公告期内(2021
年9月1日——— 2021年10月30日)
工作日时间与上述人员联系，
持个人有效证件、相关安葬证
明材料、墓主相关证明材料办
理登记，逾期未登记的坟墓视
作无主坟墓，就地进行园林化
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美里湖街道办事
处西沙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槐荫区美里湖街道办事
处邹庄村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

市建设，营造良好宜居环境，

现就丁字山山体范围内坟墓

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

1、治理范围：丁字山山体

公园范围内。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东路社区联系人：刘燕

联系电话：0531-69988108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

坟墓墓主家属，在公告期内

(2021年9月1日——— 2021年10

月30日)工作日时间与上述人

员联系，持个人有效证件、相

关安葬证明材料、墓主相关证

明材料办理登记，逾期未登记

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就地进

行园林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街道办

事处东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本报济南9月6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史大

鑫） 近日，济南天桥区堤口路
街道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到社区
开展创城“迎评”专项行动，全面
打响背街小巷环境治理攻坚战，
努力让辖区居民群众收获“看得
见”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由街道
党工委书记吴杰，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张华，人大工作
室主任李连臣，政协委员联络
室主任范勇组织四支突击队，
在划分出的四大区域，进一步
强化背街小巷环境卫生的治理
与维护，聚焦全区精心治“脏”
总要求，来一场背街小巷攻坚
战、社区环境大提升。

治理背街小巷，最见创城
“迎评”的“匠心”，堤口路街道四
支突击队以《测评手册》为行动指
南，重点整治背街小巷违规停车、
乱堆杂物、私搭乱建等问题，同时
加强“一盔一带”“文明养犬”等宣
传，不仅让整治暖民心，还与居民

“思想合拍、行动一致”，形成居民
群众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

专项整治中，党员干部与
“堤口市民巡访团”和“堤口百
姓巡逻队”一同行动，不仅对前
期市、区督导组发现的垃圾杂
物、僵尸车等问题开展“回头
看”，同时对新发现的车辆乱摆
乱放、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全
面整顿，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
累的“堤口精神”，以实际行动
擦亮了环境底色。

下一步，堤口路街道将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有
力的工作举措，持续发力，加强工
作督导，完善长效机制，做到标本
兼治，以实际行动打好“治脏、治
乱、治差”攻坚战，让文明成果真
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创建
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堤口力量。

声明：我单位账户名称为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消
防总队农场的开户许可证遗失，
账号：37001610908059056789，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营业部，
特此声明。

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1年9月6日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褚思雨 易雪
通讯员 孔大儒 邵辉

捧着热茶坐在沙发上
等待“黎明之约”

8月31日，清晨的第一缕晨光照
进武家村村民马西英家，老人捧着一
杯热茶，坐在沙发上等着“闺女”蒋凤
来“絮叨”两句家常。老人每天最期待
的就是这场“黎明之约”。

“大娘，这两天天冷，身体有没
有不舒服？家里缺啥日用品我去给你
买。”门外传来蒋凤的话音，马西英连
忙跑到门口迎接，一把拉住她拽到客
厅里，笑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小凤
你快坐下，这两天知道你工作忙，顾
不上家，我给小孙子包了水饺，是他
最喜欢的韭菜猪肉馅，你中午带回家
和他一起尝尝。”

由于老伴儿去世早，儿女常年
不在身边，76岁的马西英被村委会
列入独居老人“相约黎明”的服务对
象名单。“闺女”蒋凤则是村里一名
党员，也是“相约黎明”志愿者队
伍里的一员。对于这位不管多忙
都会来看看自己的好“闺女”，马
西英有着说不完的喜爱。“平时一
个人在家多少有点寂寞，小凤每
天早上一声问候，让我心里暖暖
的。在我心里早就把她当成自己
的闺女了，她一来我就高兴。”每
每说起蒋凤，马西英脸上会洋溢出
幸福的笑容。

通过和老人们的交往，细心的
蒋凤发现，很多老人都会像马西英
一样因为儿女不在身边而感到孤
独。武家村创新推出的“黎明之约”，

不仅把老人从起床到日间照料中
心、再回到家中的“空窗期”缩短了，
更给予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情感关
怀，让老人安下了心。

武家村独居老人王保田早晨醒
来第一件事，就是期待能见到专职服
务队里的“小兄弟”武怀桐。“别管晴
天、雨天还是雪天，小武天天早晨来看
我，忙里忙外的，闲不住。”王保田夸个
不停。老人的儿子在外地打工，几年不
回来一趟，老伴儿去世，王保田无人照
料，也被列入武家村“相约黎明”的服
务对象名单。他们之间有个约定：每天
清晨7点在老人家中见个面。

“黎明之约”过后，王保田便去
村里的日间照料中心活动，那里有
书画室、健身房、棋牌室、餐厅，一天
的幸福生活在此度过。

常态化帮扶老人
在外子女无后顾之忧

武家村现有独居老人23人，如
何让这些缺少儿女陪伴的老人得到应
有的照料，此前成为全村人的心病。

在2019年10月底的一次全村大
会上，有村民主动提议，每天早上去
和独居老人打个招呼，帮着做做早
饭，打扫打扫卫生，这个提议得到全
村的一致认同。于是，在武家村党支
部的号召下，村里的7名党员和志愿
者组成专职服务队，每个人包保3到
4位独居老人，一举解决了老人在外
子女的后顾之忧。而这也成了村里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项创新活动。

“每天清晨一个招呼绝对不是
在做样子、走形式，而是不想让任何
一个村里人觉得自己没人管、没人
问。”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党支部
书记武波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多数独居老人都患有慢性病，存
在发生突发性疾病的隐患，尤其在无
人照料的夜晚，在外务工的儿女也向
他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当村民家中的
难题成了一种普遍需求，针对性的

志愿服务就顺势成为化解之道。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每天来

和老人打个招呼成了一种习惯，通
过走访，我们不仅能帮着老人收拾
家务，还能及时帮老人解决生活上
的问题。”蒋凤说，她从来没有把照
顾老人当成负担，相反，每当看到老
人露出幸福的笑容，她会感到浑身
充满使不完的劲。

武波说，如今，“相约黎明”的工
作思路越来越成熟，大家干起活来
也越来越顺溜了。

幸福接力
惠及全市7000多名老人

如今，武家村的这份“相约黎
明”已经延伸到小雪街道乃至曲阜
市的各个村子里。

“自去年开始，街道24个行政村
组织志愿者创新开展了‘相约黎明·
党员为先’‘相约黎明·志愿服务’

‘相约黎明·青年争先’等志愿服务，
累计对148位老人实行亲情接力，志
愿者为老年人服务的内容也越来越
丰富，如收取快递、做饭打扫卫生、
更换玻璃窗等。”曲阜市小雪街道党
工委委员辛欣说。

居民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
就提供什么。围绕独居老人的诉求，
武家村还把“相约黎明”进行了延
伸，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保证，党员、
干部、志愿者成了老年人的“亲人”
和靠山。

作为全国首批50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试点县市之一，曲阜市持续深
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升
文明实践活动的精准度和覆盖面，诸
如“相约黎明”等志愿服务品牌，开始
一个接一个地在曲阜落地生根，目前
已经多达几十项，全市各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组建400余支“圣城邻里黎
明相约”志愿服务队，将全市7000余
名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三无”老
人、鳏寡孤独老人列为了服务对象。

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

志愿者和老人聊天。

济南天桥区堤口路街道

背街小巷环境治理

攻坚战全面打响

每天伴着晨光，与23位
留守老人来一场黎明时分的

“约会”，这是曲阜市小雪街
道武家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率先创新推行的“相约
黎明”志愿服务活动。如今，
这项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推
广，纳入曲阜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十大行动”，400余支

“圣城邻里黎明相约”志愿服
务队，为全市7000余名60岁
以上的空巢老人、“三无”老
人、鳏寡孤独老人提供助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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