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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聊城规范生猪市场价格行为
畅通12315举报渠道，严厉查处价格欺诈、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本报聊城1月16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兆敏)
为进一步规范生猪市场价格

行为，努力构建诚实守信的价
格环境，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
安度过传统佳节，1月10日下
午，聊城市市场监管局召开规
范生猪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
会，聊城市城区从事生猪养殖
屠宰、猪肉批发零售的17家经
营者和东昌府区、3个市属开发
区市场监管部门有关人员共22
人参加。

提醒告诫会上，市市场监
管局就加强生猪市场价格行为
监管，引导经营者加强价格自
律，向全市从事生猪养殖屠宰、
猪肉批发零售、冻猪肉储备的
经营者提出以下要求：一是要
严格遵守《价格法》、《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商

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
定》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
定》等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合
法和诚实守信的定价原则，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和内容
实行明码标价。二是生猪定点
屠宰企业不得收取未公示的屠
宰费用，要保持猪肉批发价格
稳定。三是猪肉批发零售经营
户不得串通涨价或操纵市场价
格，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
抬价格；不得通过短斤少两、以
次充好、以假充真等欺诈手段变
相提高价格；对所经营的猪肉及
制品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
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
位、标示醒目；若有价格变动时，
应当及时调整；杜绝经营活动中
虚假标价、模糊标价、不按规定
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收取未
标明费用等价格欺诈行为。

春节将近，聊城市场监管
部门将密切关注生猪市场供应
及猪肉市场价格运行情况，加
大生猪及相关产品市场巡查力
度，畅通12315举报渠道，严厉
查处不执行明码标价、价格欺
诈、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相互
串通操纵生猪市场价格的违
法行为。对有上述价格违法行
为且经提醒告诫未整改的，市
场监管部门将依照《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从重处
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且情节较
重的，最高处500万元的罚款，
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纳
入失信黑名单，将失信行为通
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社会
公示。

本报聊城1月16日讯(记者
王成 通讯员 潘希强)

近日，聊城市科协党组书记王
延飞，党组成员、副主席潘云
霞、孙玉民一行到市科协双联
共建村阳谷县七级镇姚皋村，
开展走访慰问贫困户活动。

王延飞一行与贫困户亲切
交谈、嘘寒问暖，详细询问身体
情况和生活现状，为他们送去慰
问品和新春佳节的美好祝福，鼓
励他们乐观面对困难，保持积极
向上的心态，祝愿他们在新的一
年里幸福安康，生活越来越好。

慰问期间，向贫困户普及
了《家庭防火安全科普知识》和

《农村冬季家庭取暖预防煤气
中毒安全防范科普知识》。

聊城市科协到双联共建村走访慰问贫困户

2019年，开发区坚持“谁走访、
谁落实、谁负责”，将各项工作逐一
明确，层层进行分解，各乡镇分管
同志、扶贫办主任和行业部门一把
手认真对照问题清单，制定针对性
的具体整改落实措施，明确时限，

强化责任，狠抓落实，紧盯不放，缺
什么就补什么，哪里弱就补哪里，
扶贫工作需要加强什么就往哪方
面用力，通过动真碰硬的问题整
改，推进了各种问题全部、彻底解
决，工作水平切实提了上去。

聊城开发区压实脱贫攻坚责任

“有了积分后，贫困户到爱心
超市买东西不要钱，用积分就可
以兑换；积分花完了没关系，只要
积极参与村集体活动、宣讲精准
脱贫政策、配合帮扶干部工作，就
可源源不断地进行再次累积。”该
区扶贫办主任吴其栋介绍。2019
年，开发区科学量化了贫困户积

分评比内容，涵盖从生产到生活
的各方各面，这一做法转变了贫
困群众“等、靠、要、懒”思想，充分
调动了他们的发展积极性，激发
每一位贫困村民的脱贫信心，让

“比着干”成为常态，让脱贫成为
共识，达到把“扶志”真正落到实
处的目的。

聊城开发区：小积分大作用

“这段时间每晚都到贫困户
走访感受非常深，触动非常大。
真正体会到基层在扶贫工作中
到底应该如何发力，不能局限于
数字测算，而是一户户认真分
析，一户户定措施。身到，心更要
到。”这是广平乡党委书记郭泗
新走访贫困户的切身感受。2019

年，为深入推进遍访贫困对象行
动扎实开展，该区“三级书记”秉
持“三问五看”的原则，逐村逐户
逐人从脱贫攻坚各个环节进行
全方位、立体式透视检查，确保
不漏一户一人，不留死角、不留
盲区，并举一反三，摸透享受政
策贫困户基本情况。

聊城开发区坚持身到心到推进遍访贫困对象行动

2019年以来，开发区带动物
流园区、乡镇 (街道 )、村“三级书
记”和全区结对帮扶责任人奋力
争先，步步紧跟，扑下身子，自我
加压，主动作为，通过带着责任

来、带着问题走、带着答案回的
“三步走”措施，进行“一查四
看”。全年，全区 1 7个重点贫困
村、享受政策的1316户2432人实
现全部走访。

聊城开发区发挥脱贫攻坚“头雁效应”

为提高市民休闲运动的
安全性，排除日常运动中的常
识性误区，1月12日，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人民
公园举办“运动长寿如皋，倡
导健康中国”主题活动。活动
现场，志愿者们先调查了现场
市民的运动情况并讲解日常
运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随
后，市民邀请志愿者一起参加
运动，共同探讨健康运动的意
义。活动不仅向市民们宣传了
健康运动的意义，而且有利于
形成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的良
好社会氛围，共同建设美丽健
康中国。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谭润清

倡倡导导运运动动健健康康

为传承灯笼文化，让村民
们了解有关灯笼文化的知识，
1月13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在高唐县解家庄
举办“灯笼映华夏，明烛传佳
话”主题活动。抵达高唐县解
家庄后，志愿者们利用展板，
以宣讲的方式向村民们讲解
灯笼的来历、意义以及灯笼
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向村民
们 展 示 自 己 制 作 的 手 制 灯
笼。最后志愿者和村民们合
影留念。本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不仅弘扬了中华传统的
灯笼文化，而且锻炼了志愿
者们的社交能力。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韩彩云

弘弘扬扬灯灯笼笼文文化化

为了让更多同学了解茶
壶文化，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鲁韵”志愿服务队
组织志愿者来到聊城古城区
一所收藏馆，参观并了解茶
壶文化。在收藏馆听讲解员
讲解茶壶上所带字画的时代
背 景 和 不 同 时 期 的 茶 壶 故
事，并且讲了一些关于茶壶
上字画的隐藏意和延伸意；
之后参加活动的同学各自选
了一个感兴趣的茶壶，讲解
其时代背景，并请讲解员纠
正点评。此次活动，让志愿者
们对茶壶文化及其身后历史
有了一定了解。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崔依婷 李睿旖

了了解解茶茶壶壶文文化化

为唤醒居民的绿色环保
意识，倡导低碳环保、绿色健
康的生活理念，1月12日，聊城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锶鸿志愿
服务队在人民广场举办“弃物
换绿植，环保在身边”志愿公
益活动。志愿者们将事先准备
好的近百份绿植和小礼品向
市民发放，志愿者们还邀请市
民在写有“绿色低碳每一天，
幸福生活来相伴”的横幅上签
名。此次活动使环保真正地落
实到日常生活中，让更多人加
入到环境保护中来，为建设美
丽城市贡献出一份力量。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高佳悦 乔宏伟

弃弃物物换换绿绿植植

近日，为给敬老院老人带
去关怀，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在聊城中巨社区举办“情暖
社区老人”活动。同学们为社
区老人们准备了才艺展示，社
区老人在同学们的带动下，拍
手打着节拍，轻声哼唱，活动
现场温馨和谐。最后同学们合
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表演结
束后，同学们为老人们送去亲
手包的水饺，向社区居民送上
祝福。本次活动使老人们一展
笑颜，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与关怀，同时也加强了同学
们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李鑫 鞠玮

情情暖暖社社区区老老人人

为了提高市民们对冬季
安全的重视度，1月14日，聊城
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
人民公园举办“正确使用煤
气，安全进入万家”活动。志愿
者通过自制漫画展板向市民
们讲解冬季安全及煤气使用
等知识，让市民们了解到以往
发生的煤气中毒事件，认识到
安全的重要性。随后，志愿者
邀请市民们参与煤气安全使
用的情景模拟剧，市民们积极
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活动增
加了市民们关于冬季安全的
知识，为建设和谐城市贡献一
份力量。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王静

宣宣传传安安全全知知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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