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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市市开开发发区区
召召开开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工工作作会会议议

本报讯(通讯员 魏东)
23日，菏泽市开发区召开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通报今
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
当前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
作作出重要部署。

会议要求，各镇街、各部
门、企业要要按照“用于安全
生产的资金不能省、时间不
能省、岗位不能省、程序不能
省”四个不能省的要求，扎实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深
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厉
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

各镇街、部门、企业要勇
于担当作为，深入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
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员工
岗位责任，不断筑牢安全生
产的思想防线和工作防线，
确保不越安全“红线”。

会议还对汛期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火车站道路“北进南

出”引市民争论

近期，菏泽火车站道路改
造一事，已成为市民茶余饭后
谈资。“改前还可以，改后拥堵
更严重。”、“说改就改，为何不
事先向社会告知？”、“如此改，
是否经过重重调研、论证”……
近几天，广大网友十分关注火
车站改为“北进南出”一事，很
多人认为不合理。

针对该事，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发
现市民认为此举措不合理的原
因主要为未提前将方案向社会
公众公布，令车主措手不及；原
来“南进北出”的行驶方式已形
成习惯，如今很难适应以及路
面重新组织规划后，出现交通
混乱、拥堵的情况等原因。此
外，路面的信号灯、标线、标牌
等附属设施未及时跟进，继而
引发市民质疑。

直至7月21日，改为“北进
南出”行驶方向的火车站路段
出现严重交通拥堵情况，网友
的不满更是达到顶峰。

在7月24日菏泽市交警支
队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市交
警支队副队长张勇在受邀参会
的媒体、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
机等代表面前，向社会公众表
示道歉。“我们确实在落实此项
举措中存在不足之处。我们没
有提前向社会公布改造方案、
未充分倾听群众意见、施工太
匆忙，很多附属实施没有及时
跟上等。”他说，正是由于这些
工作未做到位，特作出道歉。

方案是否适用

需经实践验证

记者获悉，菏泽火车站平
时人流、车流就很大，且所处位
置住宅区、商业区较多，增添了
交通压力。如今，随着断头路桂
陵路的打通以及提升改造，成
为城市主干道，南向北车流量

会逐渐增大，如果不改变，原来
的进出站方式或将严重影响车
辆通行。

为最大限度优化火车站
交通组织，切实缓解疏导火车
站交通拥堵的问题，市交警支
队通过交通工程方法对交通
组织进行全面优化，调整火车
站进入口。具体方案为：充分
利用中华桂陵路口实现车辆
时空资源的重新分配，将进入
火车站的调头车辆转变成中
华桂陵路口左转车辆，通过信
号灯控制来调节进入火车站
的流量，中华路上3条左转车
道的道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根据交通流量统计情况，中华
桂陵南进口设置3条左转专用
车道，能满足左转车辆的通行
需求。

此外，火车站内道路交通
组织重新组织优化，将逆时针
通行改成顺时针单行通行；深
度挖掘中华桂陵路口科技设备
的潜力，充分发挥科技化运用
水平，并启用中华桂陵路口信
号灯，完善电子警察等安全设
施，加大路口范围内乱停车整
治力度，将路口渠化改造和科
技化投入等措施在交通管理中
的作用发挥至更高水平。为保
障桂陵路主线方向的通行能
力，将桂陵路上的调头口进行
封闭，小区出入车辆实行右进
右出交通管理，消除左转车辆
对直行车辆的干扰。

张勇称，火车站周边道
路新规划方案开始实施，由
于路面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员
正在作业，加上群众与传统
出行习惯不适应，火车站周
边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没有得
到明显缓解，并出现了7月21
日的大拥堵。“不过这些问
题，都会在后续的工作中得
到解决。”他说。

对此，不少市民表示，新方
案是否真的适用，需要经过长
时间的实践来证明，如果以后
路面变得畅通了，那就是民心
工程。

试运行期间，火车站周

边监控停止抓拍

张勇介绍，他们经过蹲点
以及走访车主发现，按照原来

“南进北出”的行驶方式，会在
南北进出口有两次左转弯，同
时会出现至少两个拥堵点，往
往集中在上午7时至9时，下午
14时左右。如今试运行的“北进
南出”顺时针行驶方式，避免了
两次左转弯，原来“南进北出”
出站口常常出现的拥堵状况，
在方案实施后很少发生。“此
外，市民集中反映的南出站口
拥堵情况，也会在信号灯、标线
等附属设备跟进后，得已解
决。”张勇说。

菏泽惠菏公共交通集团第
一分公司经理李长生介绍，目
前火车站停靠的公交车线路有
13条，200多辆车，一天1000余
班次，交通流量很大。“原先‘南
进北出’的行驶方向容易出现3
个拥堵点，而如今只有出站口
还会出现拥堵。”李长生说，由
于是试运行期，出站口还存在
欠缺地方。“其中一点就是由于
通道太窄，公交车车身长，左转
时很难通过。”他说。

会上，针对公交车、出租车
驾驶员的建议，市交警支队针
对出口拥堵问题，将在南出口
处桂陵路上画网格线禁止停
车，控制南北行驶的车辆，缓解
出口压力。目前，施工人员正加
快安装地上指示牌、完善地面
交通标示线、优化信号灯，避免
再次发生拥堵状况。

此外，张勇介绍，因火车站
周边道路组织调整，至7月18日
起，火车站周边所有交通违法
监控已全部停止抓拍，待道路
交通安全设施规范、完善，广大
群众完全适应火车站出行模式
后，于8月15日重新启用。在试
行期间，欢迎市民对火车站周
边路网交通组织优化情况提出
宝贵意见和建议，公安交警部
门将积极采纳借鉴。

菏菏泽泽火火车车站站““北北进进南南出出””市市民民有有异异议议
试运行期间，火车站周边交通违法监控停止抓拍

牡牡丹丹区区审审计计局局：：
积积极极创创建建““书书香香审审计计””

本报讯 (通讯员 朱陶
萍) 近年来，牡丹区审计局
积极创建“书香审计”，引导
全体干部在“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氛围中增长知
识、吸取营养、陶冶情操，进
一步提升审计干部的文化修
养和综合素质。

牡丹区审计局积极打造
“书香机关”，组织好书推荐、
图书漂流、读书心得分享、共
读一本书等活动，激励每位
党员多读书、读好书；并推进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党章、

学讲话、学法规，不断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提升党员综合
素质，凝聚共识，加强党性修
养。

制定了“书香审计”工作
计划，积极开展荐书读书心
得分享活动，开展“推荐一本
好书，共享共建书香审计”主
题党日活动，推荐“我最喜爱
的书籍”活动，开展“微党课·
读一本好书心得体会”分享
活动，让审计人员分享自己
的读书感悟，提升了语言组
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郓郓城城县县多多措措并并举举
助助推推双双重重预预防防体体系系运运行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季翔
宇) 为做好企业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运行工作，郓城县
应急管理局采取三项措施
助推双重预防体系运行工
作。

强化宣传。通过发放“两
个体系”建设运行明白纸，督
促企业做好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使企业充分认识到做好
此项工作对于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和预防重特大事故的重
要意义；强化培训。要求企业
将全员安全教育培训与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安全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
力；强化检查。县局督导组和
监察大队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对于敷衍了事、弄虚作假
的的企业依法进行严厉处
罚。

方案改前后同时段对比情况。

近日，菏泽火车站道

路由原来的“南进北出”改

为“北进南出”顺时针行驶

方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

浪”，市民对此议论纷纷，

褒贬不一。7月24日，菏泽

市交警支队特针对此事召

开新闻通气会，并邀请媒

体、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

机等代表参加。会上，副支

队长张勇代表交警支队对

此次改造未提前向社会公

布以及未倾听群众意见而

匆忙上阵，向公众表示道

歉。他表示，从长远来看，

随着桂陵路打通提升为城

市主干道，南北车流量逐

渐增大，以及周边居住区、

商业区密集，此举更符合

菏泽实际。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念东

本报菏泽7月25日讯(记
者 李德领) 23日，中国花
卉协会通报国花网上民意调
查情况，通报称，广大公众对
国花高度关注，积极踊跃参
与，截至7月22日24时，投票
总数362264票。投票结果显
示，同意牡丹为国花288747
票，占79 . 71%；同意梅花为国
花44551票，占12 . 30%；同意
兰 花 为 国 花 8 9 7 6 票 ，占
2 . 48%；同意荷花为国花6847
票，占1 . 89%；同意菊花为国
花3487票，占0 . 96%；同意月
季为国花3086票，占0 . 85%；
同意茶花为国花3066票，占
0 . 8 4 6%；同意桂花为国花
1596票，占0 . 44%；同意杜鹃
为国花1116票，占0 . 31%；同
意 水 仙 为 国 花 7 9 2 票 ，占
0 . 22%。

通报称，7月15日，中国
花卉协会在中国林业网、中
国花卉协会网站和“中国花
卉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出《投
票：我心中的国花》，向公众
征求对我国国花的意向。此
次向公众征求对我国国花意
向的活动圆满结束。感谢各
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
持，感谢广大公众的积极参
与。民意调查的结果，协会将
作为向相关部门提出国花建
议方案的参考。

“如果牡丹评为国花,将
极大促进包括菏泽在内的全
国牡丹产业的发展 ,相信无
论是对观赏牡丹的发展还是
油用牡丹的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菏泽市牡丹产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学湘
说。

国国花花评评选选民民意意调调查查出出炉炉
近近八八成成投投牡牡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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