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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锡华高中教师资格证 ( 证号：

200637073410032)遗失，声明作废。

庞龙银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证号：

j4619000385101)遗失，声明作废。

□记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张文倩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

院区及高新区人民医院开工建设，该项目是济宁
市2011年重大建设项目和高新区十大重点民生工
程，东院区的建设将填补高新区尚无一所标准化
综合医院的空白，并将辐射兖州、曲阜、邹城等
县市区。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位于诗仙路北、
康泰路东、嘉达路南、瑞园路西，占地面积543
亩，按三级甲等医院标准规划建设。拟设编制床
位2200张，其中一期工程1200张病床，建设期3
年，二期工程1000张病床，建设期2年。

据了解，东院区的功能将定位为专科突出、
医疗保健兼备、社区卫生服务与健康管理兼顾、
水景生态相依、医疗健养结合的服务园区，并将
建设科技新城医疗中心、保健中心、康复中心、
卫生培训中心、外宾特需医疗服务中心和新区公
共卫生服务中心，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与提供基
本医疗服务的总院区形成互补。

第一人民医院
东院区开建

┬记者 姬生辉 报道
本报微山10月15日讯 “这么多喜爱的

书，我都不知道该借哪那本好了。”微山共
青希望小学学生郑晓雨高兴地说。15日，“张
刚大篷车”驶入微山县微山岛乡的共青希望
小学，送来了由热心市民和爱心企业捐赠的
3000余册书籍。齐鲁晚报与大众日报济宁分
社共同捐建的“张刚大篷车爱心图书室”同
时成立，岛上560余名留守儿童有了自己喜
欢的新读物。

10月8日，《齐鲁晚报》刊登的一组照
片——— 《孤岛上的盼与爱》，引起众多热心
市民和企业对岛上留守孩子的关心。山东新
华书店集团和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看
到报道后，主动提出给孩子们捐赠图书。15
日上午，大众日报济宁分社记者与“张刚大
篷车”记者、省新华书店、世纪金榜的工作

人员带着图书来到学校。新华书店为每位留
守儿童赠送了一本崭新的字典，并给图书室
捐赠了一千八百余册课外书。

山东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捐
赠价值5万元的图书，除微山岛共青希望小
学之外，还将捐助给微山县其他需要图书的
学校。世纪金榜给每个孩子带来一套教辅和
一本生命宝典，并向学校捐赠了世界名著。

给每个孩子发了新字典和安全手册后，
“张刚大篷车”爱心图书室的牌子挂起来，
崭新的读物摆上架。这是继聊城临清赵建庄
小学后，“张刚大篷车”捐建的第二所爱心
图书室。图书室内，孩子们挑选着新书，
《鲁宾逊漂流记》《长袜子皮皮》《八十天
环游地球》……一本本读物摆在面前，不少
孩子挑来换去（上图），不知该借哪本好。

校长张令东告诉记者，因微山岛内耕地

较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补贴
家用，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成长问题也越发凸
显。学校图书室之前也有一部分书籍，但大
都是80年代的老书，但因为内容老数量少，
孩子们根本不够看，新送来的这3000余册书
籍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据了解，2010年“3·15”消费者权益
日，由齐鲁晚报组织发起的、以全国著名胡
同记者张刚命名的“张刚大篷车”正式发
车，截至目前已举行活动百余期。每一期，
“张刚大篷车”都本着“走进社区，服务居
民”的原则，深入到济南各个街道社区开展
公益活动。今年以来，“张刚大篷车”又从
济南走向全省，一期期的活动，使“张刚大
篷车”不仅走到了百姓的身边，也走进了百
姓的心田。

“张刚大篷车”驶上微山岛
大众日报济宁分社携手齐鲁晚报共同为岛上560余名留守

儿童捐建爱心图书室

济宁“打黑恶”再出重拳
10月15日至12月15日开展为期两个月以“打黑恶、反盗抢、

追逃犯、治乱点”为主要内容的突击行动

举报电话0537—2960801，市民举报给予重奖
□记 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尹 彤

通讯员 英芯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10月14日济宁市公安

机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保持严打
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济宁市公安局决定从10月15日至12
月15日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以“打黑恶、反盗
抢、追逃犯、治乱点”为主要内容的突击行
动。

此次行动以“打黑恶、反盗抢、追逃犯、

治乱点”为主线，突出“四项”重点。打黑恶
重点打击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插手工程建设，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欺行霸市、
强迫交易和插手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称
霸一方，为非作恶，长期滋扰、欺压群众的各
类霸痞分子。反盗抢重点打击盗抢机动车、街
面“两抢”、入室盗窃、盗抢农机具、大牲畜
等犯罪。追逃犯重点追捕安民行动挂牌督捕逃
犯，部通缉、部省级督捕、八类严重暴力犯罪
等逃犯。治乱点重点是黑恶犯罪活动突出的区

域和行业；盗抢犯罪分子易于藏身、涉足的重
点场所和易于销赃的重点行业和部位。

在这次突击行动中，济宁市公安机关将集
中破获一批黑恶、盗抢犯罪案件，打掉一批犯
罪团伙，严厉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切实维
护全市社会治安稳定。行动期间，济宁市公安
局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0537—2960801，受理
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对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
破案的，特别是直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并扭
送公安机关的社会各界群众，将给予重奖。

□记 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尹 彤
通讯员 英芯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14日下午，记者从济宁
市公安机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
前9个月，济宁市公安机关共破获“两抢一盗”
等侵财犯罪案件9737起，抓获各类侵财犯罪嫌
疑人1717名，抓获网上逃犯2073名，其中侵财
逃犯699名；打掉盗抢犯罪团伙168个，抓获团
伙成员576名；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18个，查获
团伙成员110名，追缴赃款及赃物折款652 . 1万
元。

今年以来，济宁市公安机关为提升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精心组织“打黑恶、反盗抢”
安民行动，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集中清查，相
继启动了打击整治“四车”犯罪、打击街面犯
罪、信息技术破案会战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为
最大限度的压缩犯罪空间，从严从紧抓防控，
坚持“五四三”巡防、“网络巡控”、“警灯
闪烁”等有效措施。同时，坚持“严打”方针
和“零容忍”理念，重拳出击攻大案，相继破
获了一大批重大案件，打掉了一批恶势力团
伙：邹城市打掉以李洋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抓
获7名犯罪嫌疑人，破获兖州、曲阜、微山及邹
城等地寻衅滋事案件100余起；嘉祥县破获特大

系列入室盗窃案，破案70余起；泗水破获省厅
督办系列盗窃摩托车电动车案，破案30余起；
市中区打掉一特大盗窃犯罪团伙，破获入室盗
窃案件80余起。

通过开展安民行动，济宁市社会治安秩序
持续稳定，刑事发案得到有效遏制。今年1至9
月，全市刑事发案比去年同期下降2 . 4%，抢
劫、抢夺案件分别下降1 . 1%和4 . 4%。为进一
步巩固成果，济宁市公安机关决定从10月15至
12月15日在全市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以“打
黑恶、反盗抢、追逃犯、治乱点”为主要内容
的突击行动。

18个恶势力犯罪团伙被打掉
1至9月刑事发案同比下降2 . 4%，抢劫、抢夺案件分别下降1 . 1%和4 . 4%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宁10月17日讯 全省市县机关党建

现场经验交流会，今天在济宁举行，济宁市人
民检察院、公安局、财政局等单位介绍了相关
经验做法。济宁市直机关工委负责人介绍说，
在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同时，通过把群众请进
来、强化社会监督评议，形成一套转作风、提
效能的机制办法，“截至今年9月底，由10个社
会层面代表组成的群众监督评议团，已开展各
类监督评议活动91次，向有关部门发出《情部
通报》、《转办单》86份，部门和单位整改率
为100%，群众满意率为95%以上。”

济宁市在机关作风建设方面探索创出“济
宁品牌”，相关经验做法被推向全国全省。其
中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是以提高群众满意
度为核心，坚持开门抓作风，强化社会监督评
议。组成了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媒体、各类企业代表、市民群众代表等10
个社会层面代表组成的群众监督评议团，人数
达1042人，对机关作风、市重点工程等完成进
展情况、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监督巡
查，机关作风、工作效能都获得显著提升。济
宁市委副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宋科说：
“目前，群众监督评议团监督评议范围由机关
日常工作向重点部位、重点领域转变，工作节
奏由随机性向经常化转变，关注点由查找不足
向督促整改落实转变，使监督更有效、更科
学、更权威。”

济宁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介绍说，该院通
过“检力下沉”，延伸作风建设实效，系统整
合乡镇检察室、便民联络室等民生检察服务
点，变坐点等靠为主动上门服务，确立了以
“检察官讲堂”为主要形式的民生检察服务新
模式。济宁市公安局通过全面推行民警联系村
居、开展“零发案”村居单位创建等做法，切
实转作风提效能，今年全市共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10699起，抓获刑事犯罪嫌疑人3694人，挽回
经济损失3328万元，追捕上网逃犯1048名，位
居全省第一；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比去年底分
别上升4 . 09和2 . 45个百分点。济宁市财政局在
预算改革、涉企收费等方面也不断推出新举
措，市财政集中支付核算中心还被团中央授予
“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成为全省财政系统
第二家获此荣誉的单位。

济宁党政机关

转作风提效能

让群众
挑刺儿

部门和单位整改率100%

群众满意率95%以上

□见习记者 尹 彤 报道
本报沈阳10月17日讯 “我们这里也有黄

颡,不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些水产品不仅
个头大，而且颜色鲜艳，一看就让人有购买
欲，在沈阳应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来自沈
阳百家乐超市的采购经理杨春宇对来自济宁的
水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济宁的绿色名
片——— 微山湖系列渔业品牌推介会”今天上午
在沈阳举办，吸引来沈阳当地的20家超市、34
家宾馆酒店前来采购洽谈。

济宁市渔业局办公室主任魏昌彦告诉记
者，此次推介会从今年春天就开始筹备，推介
品牌也是经过层层筛选，选择的都是具有一定
规模的特色产品。“这些产品也是我们不断考
察后选择的。比如微山湖的泥鳅，由于国际市
场不景气，很多养殖户减少了养殖量，此次就
退出了推荐范围。而这次增加的鳜鱼、黄颡等
都是经过考察，产量高、质量好的产品。将来
我们也会不断改变产品类型，只把最好的东西
拿出来，打出我们微山湖品牌的名气。”

微山湖永胜湖蟹养殖合作社带来的微山湖
蟹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们参加过三年四
次的推介会，每次推介会都会对我们的销售有
很大推动。比如，2009年我们的螃蟹二两多的
20多元一只，推介会后第二年每一只就上涨了
10元，今年已经卖到40多一只了。现在我们的
微山湖蟹已经在南方打开了市场，在北方比如
盘锦、鞍山等地已经有了很多固定客户，这次
到沈阳也是希望可以进一步打开北方市场。”
微山湖永胜蟹养殖合作社徐伟说。

为推动济宁渔业品牌的发展，市政府已连
续3年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地举行“济宁的绿
色名片——— 微山湖系列渔业品牌产品”推介
会。“我们的微山湖乌鳢2008年就入选了山东
省十大渔业品牌，这个月底我们的微山湖产品
还要去成都参加省里组织的渔业品牌推介
会。”济宁渔业局副调研员迟永立说道。

“每次推介会后，都会有企业与我们洽谈
合作。去年北京推介会上，当场就有上海客户
和我们的商家建立了联系，会议一结束就进行
了洽谈活动。”渔业局监测站副站长张勇说，
“刚才会议还未开始，就已经有当地的客商打
听成友食品有限公司在本地的代理情况了。”

绿色名片

叫响沈阳
微山湖渔业品牌

抱团闯关东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12日，记者从在济宁市召

开的全省三季度节能工作调度会上获悉，前8个
月，济宁工业电耗不断降低，节能形势平稳。

据介绍，济宁1—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不断加快，电耗不断降低，1-8月份工业增加
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 . 2个百分点，电耗下
降速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 . 5个百分点；全社会
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增幅呈下降趋势，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综合能源消耗万吨以上企业1-8月份
能耗增长1 . 66%，低于全市能耗增长控制目标。

“我们正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现已组织
实施‘7+20’示范工程,培育7家市级节能环保产
业基地和20家节能环保示范企业，加快采用高新
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节能环保产业，开
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广阔的节
能环保产品。”济宁市节能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加快实施节能改造项目上，按照年初确定
的100项节能改造项目，落实责任，跟踪调度，
协调政策，加快推进，到9月底，已完成计划进
度的65%以上，其中，已上报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中央预算内资源节约、节能改造、清洁生产奖
励项目18个。另外，集中扶持了一批太阳能、
LED、高效电机、高压变频器、变压器、无功补
偿装置等产业化项目，为LED生产企业在兖矿、
如意、华勤召开了三个推广对接会，推广节能灯
28万只。

四季度，济宁财政将拿出3000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节能技术开发、节能产品推广和节能环保产
业发展，拿出2000万元奖励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
能，鼓励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主要耗能设备和
工艺，提升节能科技贡献率。对前三季度节能指
标落后年度进度10%以上的，给予红色预警，立
即启动调控程序，确保年底前完成节能目标。

工业电耗

持续走低

全市节能
形势平稳
工业增加值

增速不断加快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10月17日讯 今天，记者从济宁市

轻纺办获悉，今年1至8月份，济宁市食品加工产
业实现销售收入261亿元，同比增长33%；利税
19 . 5亿元，同比增长30 . 8%；利润13亿元，同比
增长36 . 3%。三大指标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并高
于全市工业增幅，增幅度居全市四大千亿级产业
第二位。

记者了解到，济宁市通过食品工业结构调
整，食品制造业比重大为提高，优势产品、品牌
企业迅速发展，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全行业建成
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7家，其中国家级1家；拥
有名牌产品26个；驰(著)名商标23件，拥有中华
老字号企业3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
家、省级40家、市级235家(含种植、养殖)；国
家地理农副产品6个。

食品加工产业
利税创新高

□见习记者 张文倩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15日，2011济宁市秋季大

型相亲会在南郊植物园举行。
此次相亲会由齐鲁晚报、济宁市妇联、北湖

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相亲会现场场面火爆，除
了提前报名参会的九百多位单身人士，还吸引了
不少人现场报名。

近千单身男女
植物园寻缘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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