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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青银高速聊城段启用施工路段违法抓拍设备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文元 ) 6
日，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

警察支队高唐大队发布《关于
G20青银高速聊城段启用施工
路段违法抓拍设备的公告》。为
有效预防和解决G20青银高速
施工路段因超速违法交通事故
易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
规定，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支队高唐大队拟在辖区
施工路段启用测速设备。

启用时间为2020年6月6日
0时至12日24时为试行期，对所
有车辆重点时段的非现场违法
进行证据采集、违法录入和预警
曝光；6月13日0时起，全时段对
所有车辆非现场违法进行证据

采集、违法录入和预警曝光。
电子抓拍设备地点G20青

银高速青岛方向413KM+600M
处和河北方向4 1 1KM+2 0 0M
处。所有车辆按施工路段限速提
示标志行驶，速度管控区间为60
公里/小时至80公里/小时。违
法证据抓拍范围：超速行驶、驾
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
驶机动车使用移动电话或有其

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客运车
辆违反禁令标志(禁止通行时段
通行)、危险品运输车违反禁令
标志 ( 禁止通行时段、路段通
行)。

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支队高唐大队提醒，请通
行施工路段的驾驶人严格遵守
标志标线，规范驾驶行为，安全
有序通行。

在当前全面复工复产的大
形势下，各项业务的安全运营摆
在了首要位置。为确保各项业务
的安全运营，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于4月25日-5月15日对辖区各网
点防区展开全面测试排查工作，
查找问题、消除隐患，以实际行
动助力安全生产运营。

一、多方统筹规划，研讨制定
切实可行方案。为更好完成对辖

区网点安防设备、防区的测试排
查工作，该行召集当地110报警平
台、安防设施保外服务商等合作
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召开测试
排查工作联席会，针对辖区网点
安防设施的实际情况，研讨制定
详实可行的测试排查计划，对辖
区网点所有防区进行全点位、无
死角、全覆盖的测试排查计划，以
确保圆满完成防区测试排查工

作。
二、全面实施精准测试排

查。该行利用网点班前、班后和
五一假期网点轮休时间，提前布
置、沟通并在报警监控中心平台
的配合下，采取现场和平台远程
互动的模式，历时20天，共对辖
区54个网点所防区进行了多次
排查测试。

三、精准比对问题、及时整

改消除隐患。测试排查工作完成
后，平台系统管理员及时将测试
数据导出，并与平台防区配置情
况逐一比对。在历经3次精准比
对后，将在测试排查工作中排查
出来的60路问题防区，打印详单
后交由安防设施维保商技术人
员，携带防区对应设备到前端网
点逐个进行检修更换。通过现场
维修更换，该行共计更换损坏和

灵敏度低下的红外探测器44个，
紧急按钮16个。

通过此次排查测试工作，既
排除了存在的安全隐患，又让网
点人员充分的掌握了本网点防
区设置情况和测试排查方法。大
力提升了网点人员的安防设施
专业技能，为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各项业务的安全运营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依靠报警监控平台扎实做好网点防区测试

九龙峡景区位于河北省邢台
县浆水镇。是国家AAAA级景区、
国家地质公园、全国农业旅游示
范点、中国森林养生基地。一年一
度的九龙峡桃花节、山水文化旅
游节、红叶节、冰雪艺术节已成为
九龙峡的亮丽旅游名片。

邢台县首届“抖音大赛”暨九
龙峡第十四届高山露营音乐节以
自然生态为依托，以山水文化、历
史文化、传统文化、美食文化为切
入点于5月28日正式拉开了序幕，

横跨6、7、8、9四个月，精准打造高
山露营、音乐狂欢、休闲旅游的目
的地。

端午期间，九龙峡将举办“中
国·邢台九龙峡端午文化节”，以
弘扬中国传统端午文化，龙舟文
化、综子文化、艾叶文化等让游客
一睹精彩而神秘的传统民间文
化，领略和感悟中华民族龙文化
的博大精深。

此次活动以九龙峡独特的自
然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

地方特产、完备的智慧化服务体
系为依托，活动主题是“炽日盛
夏，高山狂欢，九龙峡端午精彩无
限”，分为《龙腾太行》、《高山狂欢
夜》、《“艾”的味道》、《太行“粽”情》、

《粉丝趴、抖起来》五个板块。将举
行高山露营、音乐晚会，民间旱船、
舞龙等民间艺术表演、九龙峡祈
福。景区准备糯米、苇叶，游客亲手
体验制作、品尝粽子，品尝野生艾
蒿、金银花、野生连翘叶制作的“扁
鹊糕”点，设置的幸运大转盘好礼

送不停，凡关注九龙峡微信公众
号、快手号、抖音号者，赢取缤纷好
礼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同时推出系列趣味活动、有
奖活动，免费赠送门票、折价门
票、折价商品、工艺品、书画作品、
艾叶、香包、长寿五彩绳等。根据
活动制作道具、背景，为抖音、短
视频、直播的制作提供良好的条
件和素材，为参与者吸引粉丝，增
加浏量，打造各类媒体、网络达人
的创作胜地和旅游目的地。让游

客在山水之间尽情释放自我，住
帐篷、看电影、赏夜景，吃烧烤、玩
篝火、吼山歌、观日出、看云海、感
受和体验一次激情的高山露营、
一场盛大的篝火狂欢、一场奇趣
的端午party、一个梦幻的聚粉之
旅。

九龙峡将以全新的视角展示
龙峡的秀丽风光、特色美食、风土
人情、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宣传
大美邢台县，提升邢台旅游的知
名度、美誉度。

邢台县首届“抖音大赛”暨九龙峡第十四届高山露营音乐节系列活动之二

“中国·邢台九龙峡端午文化节”将举办

近日，聊城开发区东城
街道办事处对贫困户家庭人
口底数、教育情况、技能状
况、收入情况等进行了再次
摸排。对于因病、因残致贫的
贫困户，尚有劳动能力的，在
政策保障的前提下，结合就
业部门为其提供免费的劳动

技能培训，并为其提供政府
公益岗位、残疾岗位等就业
机会；针对年老体弱及缺乏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民政
部门做好政策兜底保障，对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进行低
保、五保扶持，做到应保尽保。
与东城妇联、民政等部门结

合，开展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双提升”活动，帮助并督促居
住环境较差的贫困户打扫卫
生，并根据实际需要，为特困
户添置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
品，开展好“争先进、创新颜”
积分评比活动，推动贫困户实
现物质、精神双提升。

聊城开发区东城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临清市松林镇为切实解决
贫困户办理慢性病本的实际困
难，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充分享
受居民医保门诊慢性病政策，
让贫困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及
时的医疗救治，切实减轻贫困
户的经济负担，确保扶贫政策
应享尽享。松林镇扶贫办协调
市医保局开通“绿色通道”，牵

头组织力量协助该镇对患有脑
血管疾病、瘫痪在床并且无近3
年住院病历的贫困户进行鉴
定。

上门服务过程中，医疗专
家到患有疑似慢性病症的贫困
户进行了鉴定，对符合鉴定条
件的，现场填写认定表。贫困户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整个办理流

程，为患有脑血管疾病、瘫痪在
床、行动不便的贫困户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使贫困户切身感
受到了政策的温暖。在解决贫
困户的看病后顾之忧的同时，
市医保局让贫困群众少跑路，
彰显出了医务工作者的浓浓扶
贫情。

(张博)

贫困户申请慢性病鉴定，医保局窗口上门服务解民忧

“这个水卡是风乐免费赠送
的，里边有40元水费哩，够俺家吃
好几个月的水了。”5月28日，在高
唐县赵寨子镇穆庄村集中供水
点，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穆尚合
一边取水，一边笑着说。

穆大爷口中称赞的这个人，叫
韩风乐，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从
小在韩庙村长大，但老家却是穆庄
村的，他也是赵寨子镇供水中心的
承包负责人，工作认真，为人真诚。

赵寨子镇水利站站长田申强
介绍，今年4月在穆庄村建设了集

中供水点，取水点与县城供水管
联网，同水同质，确保穆庄村群众
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韩风乐
得知这一消息后，为穆庄村130余
户老乡免费办理了一张水卡，总
价值达6500余元，这属于韩风乐
个人免费赠送，小小水卡寄托了
党员韩风乐的为民情。

“作为党员就要时刻为群众
服务，这次俺家乡修集中供水点，
俺正好也有能力为家乡的群众办
点力所能及的事，这也是圆了俺
回馈故乡的梦。”韩风乐说。

高唐县赵寨子镇：小小水卡寄托党员为民情

2020年是全国扶贫工作的决
战决胜之年，也是收官之年，作为
战斗在一线的教师们，同样担负
着帮扶贫困家庭、助学贫困学生
的工作责任。6月4日，在高新区韩
集镇中学领导班的集体研究下，
积极组织教师开展教育扶贫宣传
活动。各班级结合实际开展“宣传
教育扶贫”主题班会，通过主题班
会的形式让学生切实了解什么是

“两免”什么是“一补”，对于家庭
贫困的孩子深入了解困难学生生
活费申请流程。同时，学校利用班
会、国旗下讲话、发放宣传资料等
形式开展教育精准扶贫惠民政策
的宣传。学生通过学习，深切体会
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这些教育
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学校教育精
准扶贫的知晓率。

(姜长磊)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教育精准扶贫在行动

聊城开发区建设局积极做好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

近日，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按
照市局主管部门要求，对动
态 更 新 填 写 已 鉴 定 属 危 房

未确认的逐一核实、落实政
策。要求物流园区、各乡镇
(街道 )逐户进行调查核实，
对 反 馈 整 改 问 题 进 行 分 析

研究，按照规定抓紧时间采
取果断措施予以整改到位，
确 保 辖 区 无 贫 困 户 住 危 房
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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