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红色工装，每天背
着工具包穿梭在万家灯火的城市中，守护着燃气管道设备安
全，安泰燃气公司的刘毅便是其中一个。在安泰燃气公司开
展的“党旗飘飘、奋斗有我”系列活动中，他主动请缨组建“突
击队”，带领大家克服高温天气和风险排查双重压力，对辖区
燃气管网关键环节、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护，确保
管网监护工作“看得细、查得严、测得准、管得精”，实施精细
化排查，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夯实设备运行基础。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赵文文 文/图

一袭红衣穿街巷
织牢燃气安全网

①沿线调压柜检查。

②施工现场巡检。

③排查燃气阀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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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1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杨丽宁）日前，市教育局（中共
泰安市委教育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大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严格管理和规范学生
使用手机，强化督导检查，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记者根据《通知》内容了解到，我
市将在严格手机配备管理、严格手机
使用管理、强化家校监督合力、加强督
促检查指导等方面发力。各中小学校
将把手机配备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
理，在学生和家长中，提倡不为学生配
备手机，原则上不得将手机带入校
园。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学
生须经家长同意后书面提出申请，经

学校批准后方可带入。
《通知》提到，中小学校要有明确统

一的手机保管场所、保管方式及保管责
任人，并提供必要保管装置；同时，通过
设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
线、探索使用具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
证或提供其他家长便捷联系学生的途
径等措施，解决学生与家长联系需求问
题。中小学校要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
管理，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
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通知》要求各中小学校把正确使
用好手机作为监督管理和评价学生综
合素质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学第一课、
国旗下讲话、班团队会、心理辅导、校
规校纪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学

生科学理性对待并正确使用手机，提
高学生信息素养、自我管理能力和自
律自控品质。学校还将根据教育部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完善
校规校纪，制定对校内违规使用手机
学生的惩戒办法。有寄宿学生的学校
将制定手机在生活区的使用管理
规定。

在强化家校监督合力方面，各中
小学校将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流，明
确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监督管理职
责；同时，通过发放《致家长一封信》、
家访、召开家长会等多种方式，向家长
宣讲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告知加强
手机管理的必要性和学校具体的管控
措施，引导家长以身作则，加强学生在

家期间使用手机管理，帮助孩子养成
信息化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习
惯。学校还要提醒家长合理安排孩子
的课余生活，多带领孩子参加户外活
动，减少孩子对手机的依赖和使用时
间；发现孩子使用手机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要及时制止、矫正。

各高校将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引导大学生科学正确使用手机，培
养健康生活情趣，谨慎使用聊天、交友
等软件，防范网贷、网诈。同时，各学
校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不得
将手机带入课堂，不得使用手机发表
不当言论和传播不良信息，不得参与
网上赌博等违法行为，不得沉迷网络
游戏、网络聊天、网上购物。

我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通知》

引导学生对手机拿得起放得下

泰山区上高街道

以文明创建引领社区向美而行
本报 8 月 11 日讯（通讯员

高慧）近日，市博物馆启动“千年
岱庙”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摄影
作品征集时间截至8月31日，各
地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均可参加。

此次征集作品内容以体现
岱庙景区自然风光、旅游特色、
文化内涵为主题，可以涉及关于
岱庙风景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民俗风情等，摄影作品健康
向上，富有时代特色。作品经主
办方评选入围后统一装裱，将于
10月1日至31日在岱庙临展厅
展出。

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征
集作品为以展现岱庙文化为主要
内容的图片作品。图片应具备色
彩丰富清晰、构图完整、表现力强
等要素，不低于500万像素，单图

文 件 不 小 于 3MB，图 片 格 式
JPG、JPEG、PNG、BMP 均可。
投送摄影作品需注明作品标题、
简要文字说明、拍摄时间、地点以
及拍摄者的姓名、联系电话等；标
题要主旨鲜明、简练准确，说明内
容导向正确、主题鲜明、表述准
确、逻辑清晰。活动要求所投摄
影作品真实反映所摄场景，原则
上为纪实作品，照片可在不改变
原貌的情况下做适度后期处理，
禁止使用数码后期手段拼合虚假
的画面内容。所投摄影作品必须
为参选者本人所摄，对所提交作
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并保
证其投送作品不侵犯他人权益，
涉及法律等相关责任由作者自
负。投稿邮箱 tasbwgzc@163.
com。

市博物馆举办“千年岱庙”
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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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1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刘红川）近日，泰安交
警对东岳大街双龙池隔离护栏开
口进行封闭修复，消除了路面隐
患，使道路交通更加安全畅通。

交警泰山区城东大队民警介
绍，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双龙池隔
离护栏的开口造成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5日，我们对双龙池安全隐
患进行了现场调研，查找事故易
发多发原因，制定了实施方案。”
民警介绍。8日，施工人员对双龙

池护栏开口进行了封闭施工。
交警部门的举动赢得了市民

的认可和支持。市民马先生表
示，封闭护栏开口消除了交通隐
患点，机动车通行有了安全保
障。民警介绍，交警部门将继续
坚持靠前一步、主动作为，深入实
施主动警务，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进行登记并建立台账，切实做到
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治理，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确保排查整
治有实效、见长效。

交警对双龙池护栏开口
进行封闭修复

■双龙池隔离护栏开口封闭完成。 通讯员供图

本报8月11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董文一）近日，市城
市管理局行政执法支队五大队
执法人员巡查至万官大街金色
领域时发现，北侧沿街商业楼楼
顶新设一处长20米、高2米的高
空楼体字，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还存在安全隐患。

经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处
广告牌是泰安市九尚装饰公司
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夜间擅自
设置的。执法人员根据《泰安市
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向当事
人下达《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

要求其限期拆除。
然而，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

未拆除该高空楼体字，五大队随
即组织人员依法对其进行了强
制拆除。由于广告牌的位置较
高，拆除存在难度，执法人员与
施工人员一起制定拆除方案并
调来吊车协助拆除。拆除过程
中，吊车先用起重臂将电气焊设
备运上楼，并逐步将施工人员拆
除下来的零件运回地面。执法
人员在楼下维持现场秩序，确保
过往群众安全通行。两个小时
后，楼体字被全部运至地面，楼
体恢复原貌。

“城市管家”依法强制拆除
违规高空楼体字

■工作人员规整乱停乱放的电动自行车。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汶宁 摄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家家受益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本报8月11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李皓若）近日，岱岳区
满庄镇妇联组织该镇各村少年儿
童开展“小手拉大手 绿色生活我
先行”劳动实践活动，引领广大少
年儿童和家庭践行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

满庄镇妇联鼓励少年儿童积
极参与劳动实践，在收拾书籍玩
具、给植物浇水、扫地、拖地、洗
碗、简单的烹饪等家务劳动的过
程中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开拓思
维创新能力；引导家长树立正确
的劳动育人观念，指导、鼓励孩子

积极参与家务劳动，自觉做好家
庭卫生、绿化美化庭院、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保持家居环境整洁等，
让少年儿童在动手动脑中体会劳
动的快乐，并通过亲子活动培树
优良家风，营造健康和谐的家庭
环境。

满庄镇妇联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少年儿童积极
参与美化绿化家居环境，从整理好
自己的居室、摆放好自己的物品做
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劳树
德，以劳增智；在此过程中，把绿色
家庭、美丽庭院创建与劳动实践教
育有机结合，与家长共同树立生态
文明理念，推动形成崇尚绿色生活
的文明新风尚。

小手拉大手 绿色生活我先行

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
来，泰山区上高街道把该项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坚持以环境改善、管理规范
有序、文明意识提升为目标，狠抓细化
创建责任，完善创建措施，全面推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常态化卫生治理
让居住环境整洁有序

8月5日9时，在上高街道双龙社
区，记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
网格员正迎着高温开展常态化卫生死
角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中，大家不
忘劝导来往的居民不随意丢垃圾。“社
区每周都会对垃圾死角进行清理，居
委会这么负责，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双龙社区居民刘女士笑着走到工作人
员身旁，帮着清理起角落里的垃圾。

上高街道以党建为引领，以社区
党组织为核心，整合辖区各单位、社
区、小区物业力量，形成卫生环境联抓
机制，由社区牵头开展卫生普扫、小广
告清理、乱堆乱放清除等工作，对于不
配合的居民逐户沟通、劝导，让大家养
成文明习惯，彻底清除辖区内的垃圾
死角，用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形成合力。截
至目前，上高街道共清理建筑垃圾
1500余立方米，清理乱贴小广告860
余处，修补破损路面120余处。

常态化整治巡查
发现问题快速解决

5日9时30分许，在双龙社区，打

扫完卫生的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网
格员已是大汗淋漓，大家休息了一会
儿，又开始对社区环境、文明行为、安
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巡查，每每
发现问题，都会进行记录。巡查期间，
发现有人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社区规
划的停车区域外，工作人员将问题记
录后第一时间将车辆挪移至停放区
域。“以前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十分严
重，后来社区施划了机动车、非机动车
停车位，公共区域整齐地划分出多处
车辆停车点，平衡了大家的停车和出

行需求。”社区居民曲女士看着工作人
员将电动自行车挪移至停放区域，满
意地点了点头。

为打造高标准、有秩序、形象好
的街道环境，引导车辆合理停放，上
高街道不断完善长效巡查机制，由各
社区发挥带头作用，发动社区网格
员、志愿者组成巡查组，开展常态化
整治巡查工作。同时，上高街道还建
立起纵向管理网格，叠加横向督导机
制，有效压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责任。

听民声汇民意
文明创建深入人心

“李大爷，您觉得社区工作哪方面
还需要加强？”“王姐，您提的关于加强
社区管理的建议非常好，感谢您对我
们工作的支持。”5日10时左右，记者
来到上高街道郭家灌庄村，看见村委
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正在村内的文化
广场开展村民满意度调查工作。村委
会工作人员、志愿者耐心细致地与在
广场上休闲娱乐的村民沟通，认真听
取村民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
来，上高街道持续推进宣传工作，倡导
文明行为，以社区为单位，发放宣传
册、张贴宣传板；同时，以党员带群众
的方式，在各小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氛围营造、入户宣传等工作，形成
人人知晓、人人支持、人人参与、人人
满意的文明创建氛围。

“上高街道立足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测评标准和要求的新变化，精
准定位，包保到位，分类施策，因地制宜
抓创建，对原有点位投资800余万元，
进行“盆景式”打造，建立常态化管理机
制；对新增的市场及周边点位自查自
纠，挂账销号，确保实效；对老旧小区改
造点位，重点规范公益广告和停车秩
序，做到旧而不破、旧而不脏、旧而不
乱。”上高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庆说。下
一步，上高街道将着重解决一批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