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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至17日，山东科技大学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成功举办“才聚泰安·链通未来”山科大校园行活动。此次活动
是“才聚泰安·链通未来”泰安市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人才赋能行
动启动仪式后开展的首场驻泰高校校园行活动，活动期间，分别举
办了东、西校园专场招聘会和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其中，专
场招聘会上，我市110家企业为山科大泰安校区毕业生提供就业
岗位2600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00余人。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文洁 文/图

搭平台 聚人才

市妇联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凝心聚力做好“家”文章

“泰山人家”聚文明 家家行动向未来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

泰安交警提高路网通行力

提升市民出行幸福指数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毛洁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杨文洁）近日，泰安邦
巾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瑞
计划开一家经营口罩等用品的医
疗器械网店，从筹划到拿到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杨先生仅用了
一周时间，这正是得益于新泰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推行的行政许可
事前指导服务模式。

为切实解决企业在药店、医
疗器械店开办中遇到的装修布
局、设备配备、人员聘用等问题，
今年以来，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在药品经营许可和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领域推行行政许可事前指
导改革试点。申请人提出正式申
请前，依照申请人意愿，为其提供
包括申请书准备、预约审图、提前
查看现场等服务，构建市场主体
准入准营登记“事前介入指导、事
中高效审批、事后跟踪服务”的审
批服务新模式。

据了解，新泰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在文化娱乐许可、食品经
营许可等许可领域推行事前指
导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专
业的指导服务，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事前指导便企 靠前服务暖心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董文一）近日，我市某
餐饮企业代表将一面书有“柔性
执法有温度、为民服务暖人心”的
锦旗赠送到市城市管理局，对该
局柔性执法表示谢意。

原来，近期，市城市管理局在
进行油烟检测中，发现该餐饮企
业油烟排放超标。在调查取证过
程中，执法人员发现该餐饮企业
系初次违规，违规行为轻微，未造
成危害后果，并能及时配合执法
部门进行整改，且经第三方再次
检测油烟排放达标。执法人员根
据免罚轻罚相关要求，经集体研

究决定，对该餐饮企业做出免予
行政处罚的决定。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城市管
理局始终把服务挺在前面，采取
主动上门服务、执法为辅的柔性
执法方式，深入实地了解业户经
营状况，综合分析疫情防控期间
各餐饮企业普遍存在经营困难、
收入锐减的实际情况，坚持以人
为本，完善配套措施，全面助力企
业抗击疫情、健康有序发展。截
至目前，该局按照免罚轻罚相关
要求和程序，依法终止油烟污染
案件执行 13 件，免除罚款 6.5
万元。

市城市管理局

免罚轻罚助企纾困
柔性执法获赠锦旗

■物业工作人员为居民更换单元门前照明灯。 通讯员供图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芮 通讯员 曹
丽) “我们收取每平方米0.7元
的物业费，能让居民享受超值物
业服务，还能帮助居民解决家里
家外的麻烦事。”在泰山区岱庙街
道东湖社区，“红色物业”制定0.7
元/平方米的物业费收费标准，帮
助居民解决身边事、烦心事。

自从“红色物业”入驻以后，
东湖社区迎来大变身。“现在环
境变美了，卫生整洁了，充电车
棚建起来了，这是党建引领、社
区抓总、各方联动、物业先行的

‘红色物业’给居民带来的红
利。”东湖社区工作人员说。“物
业有帮到家维修服务队让小区
公共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家
里有要修要换的物品，可一键报
修，服务队都能及时上门服务，
他们不收上门服务费，只收材料
成本价，服务态度很好。”东湖社
区一名居民说。

东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社区物业将坚持“做优红色物业、
打造精致东湖”服务理念，真正让

“红色物业”在社区落地生根，让
社区居民享受到优质服务。

岱庙街道东湖社区

党建引领“红色物业”
解决居民烦心事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徐文莉）近日，岱岳区
天平街道九女山社区联合岱岳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天平执法中队在
澎湖湾小区开展了“创建‘七星’
和美社区、环境大整治”行动，对
违法圈地占用公共绿地等违法行
为进行治理。

“好好的绿地被改成了菜园
子，既影响美观，又滋生蚊蝇。”在
澎湖湾小区，提起毁绿种菜的行
为，很多居民颇有意见。据该小区
居民介绍，小区起初只有几处蔬菜
爬藤架和种菜用的泡沫盒，由于小
区物业监管不到位、管理松懈，导

致部分居民盲目跟风，破坏了小区
绿化环境，影响了邻里和谐。

针对居民关注的问题，九女
山社区联合岱岳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天平执法中队在澎湖湾小区共
同开展“创建‘七星’和美社区、环
境大整治”行动，切实解决了小区
内侵占公共绿地种植农作物、违
章搭建等各类毁绿顽疾，对占用
公共绿地等违法行为进行了治
理。“毁绿占绿问题解决了，小区
也变得有秩序了，我愿意预交一
年物业费，希望物业能好好管理，
维护好小区环境。”治理行动结束
后，小区居民纷纷点赞。

天平街道九女山社区

整治毁绿占绿
拒绝绿地变菜园

顺畅的道路交通为城市经济发展
提供了保障，能提升群众的幸福指
数。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以
打通道路阻塞为突破口，对路口进行
精细化设计改造，优化了道路交通组
织，净化了道路交通秩序，进而提高了
路网通行力，提升了市民出行幸福
指数。

路口延长导流线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5 月的泰安风景秀丽，景色宜
人。近日路过金山路北首的市民，是
否觉得道路标线更美了？原来，在擂
鼓石大街整修后，途经擂鼓石大街与
金山路交会处的车辆激增，这使得路
口安全隐患有所增加。为解决路口拥
堵问题，近日，我市交警部门对该路口
进行了相应改造。

民警介绍，擂鼓石大街与金山路
交会路口为畸形路口，东西方向左转
车辆进入路口行驶轨迹较长，车辆同
时左转时存在发生刮擦事故的安全隐
患，尤其是夜间，对不熟悉路况的驾驶
员来说风险更大。为解决这一问题，
民警于近日在擂鼓石大街与金山路交
会处东口和西口各施划了两条左转导
流线，引导左转车辆快速有序通行，防
止与对向车辆发生刮擦事故，消除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

“路口改造后，我们驾车沿着导流
线过路口，既能让人看明白行驶路线，
又很安全，真是太好了。”驾驶员李先
生说。

路口人性化改造
提升路网通行活力

据了解，金山路北段是陡坡路
段，原路口设置为双向两车道，由南
向北行驶的左转、直行和右转车辆共
用一个车道，可右转车辆经常被等信
号灯的直行和左转车辆阻挡，不能顺
利通过路口。在信号灯放行时，车辆
还要在坡道重新起步，增加了车辆通
过路口的难度。另外，路口附近单
位、小区较多，进出车辆经常和主路
车辆相互抢道，驾驶员频繁鸣笛，既
增加了安全隐患，又造成了噪声污

染。交警部门经过前期交通调查分
析，于近期对该路口进行了优化改
造，通过重新分配车道，设置非机动
车等待区、专门右转车道、施划黄色
网格线等优化措施，解决了车辆相互
抢道、驾驶员频繁鸣笛的问题，提高
了路口通行能力，也能给附近居民提
供安静的生活环境。

“对擂鼓石大街与金山路交会处
一个路口的改造，打通了包含岱宗
大街、擂鼓石大街、红门路、白鹤泉
路和金山路等在内的区域路网微循
环，大大提高了路网通行力。”民
警说。

后撤导向指示箭头
提高路口通行率

“就要到路口了，前面车为何不走
了”“左转、直行和右转车道，让人分不
清”……驾驶员驾车行驶到路口前常
会遇到这些疑惑，尤其是早晚高峰期，
驾驶员途经东岳大街与迎胜路交会处
东口时，常遇到路口前两次礼让斑马
线的烦恼。为解民忧，交警部门对该
路口进行了优化提升。

5月17日，记者来到东岳大街与
迎胜路交会处，看到市中心医院迎胜
院区门前的南北向斑马线已被去
除。民警介绍，该处斑马线距离路口
几十米，在早晚高峰期，车辆经过此
处斑马线要停车礼让行人，这样会造
成路口拥堵，再者，驾驶员为赶在绿
灯结束前快速通过路口，往往会驾车

“冲刺”，这对此处斑马线上的行人来
说非常危险。因此，民警去除了该处
斑马线。同时，为引导车辆提前进入
左转、直行和右转导向车道，民警将
东口北半幅机动车道上的导向指示
箭头后撤，让驾驶员不用因找导向车
道而在路口“徘徊”。“我们通过去除
路口前的斑马线，后撤机动车道导向
指示箭头，大大提高了路口通行率。”
民警说。

下一步，我市交警部门将继续以
提升路网通行力为工作重点，对道
路组织合理优化，提高道路通畅性
和安全性，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

近日，全国妇联表彰第十三届全
国五好家庭暨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市妇联入选第十三届全国家
庭工作先进集体。近年来，市妇联多
措并举，在引领、服务、联系家庭中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实施“家家幸
福安康工程”，凝心聚力做好“家”文
章，着力打造“泰山人家”家庭文化品
牌，夯实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的基石作用。

培育“泰山人家”
凝聚最美家庭力量

市妇联加强思想引领，积极培育
“泰山人家”家庭文化，弘扬新时代家
庭观。

市妇联用泰山优秀传统文化和
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时代精神
凝聚家庭，常态化开展寻找“最美家
庭”、创建“泰安十大和美人家”“五好
家庭”“美丽庭院”等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2843户家庭获市级以上
荣誉，彰显榜样力量。

为弘扬新时代家庭观，市妇联成
立泰安“娘家人”家风传习志愿服务
队，开展家庭党史学习教育、千家万
户共话家庭日等主题鲜明、形式各异
的好家庭、好家风宣传宣讲活动，
30.2万户家庭线上线下参与，有力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家庭、润
泽心灵。

实施“双百工程”
推动家教指导服务

市妇联坚持立德树人，密织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家教指导
服务网络，实施“双百工程”。

市妇联利用3年的时间，用活妇
联传统阵地，吸纳图书馆、书店、社会
组织等社会机构，吸收高校专家教
授、心理咨询师、律师、家教指导师等
专业人士，建立100个“母亲素质提
升工程”实践基地和100支家教志愿
服务队，构建15分钟培训圈，实现家
教活动常态化开展。

市妇联搭建品牌矩阵，创设“母

亲公益讲堂”“泰享读·家庭悦读”“家
长学校+”等家教服务品牌，把家教指
导延伸至基层、融入家庭。截至目
前，累计开展活动770余场次，参与
家长和儿童达5.2万余人，覆盖城乡
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初见成效。

创建“美丽庭院”
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市妇联将“美丽庭院”创建作为服
务大局、联系家庭的关键切入点，高位
推进抓落实，成立了由市委领导任组
长的市“美丽庭院”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列入市政府常设议事协调机构，响
鼓重槌，扎实推进。

为巩固成效，市妇联强化宣传引
导，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开展县、乡、
村、户互评互学活动，提升创建质量；
强化提质增效，成立工作专班，运用督
导调研、动态管理等，巩固创建成效。

为促进长效，市妇联健全台账制
度，坚持月调度，设立200万元市级

“美丽庭院”创建奖补资金，连续3年

开展乡镇全覆盖的创建成效实地评
估。2021年成功承办全省“美丽庭
院”创建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全市已
建成“美丽庭院”近11万户，村村建有

“美丽庭院”。

当好“娘家人”
做实做优家庭关爱

作为“娘家人”，市妇联积极回应
家庭需求，着力为家庭解难题、办
实事。

在护航家庭幸福方面，市妇联在
全省第一批建立县（市、区）全覆盖的
婚姻家庭辅导中心，举办婚前辅导培
训及宣传活动110场，进行离婚辅导
1.6万余件，通过调解取消或暂缓离
婚 9557 件，以小家和谐促进社会
稳定。

针对困难群体，市妇联推进精准
帮扶，为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申请
452万元救助金，为1.2万名困难儿
童送去224万余元关爱金，在生活、
学习、心理上给予关爱帮扶。

■金山路北段新施划的道路标线。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隋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