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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区区1144个个防防汛汛值值守守点点““上上岗岗””
防汛指挥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6月份开始，聊城

进入汛期，记者从聊城市市政
公用事业管理局获悉，目前城
区防汛指挥部已经开始24小
时值班，同时在城区设置了14
个防汛值守点，以应对汛期的
强降雨。

据了解，每年6月1日至9
月30日是聊城的汛期，今年春
节过后，市政部门就组织专人
对城区203公里的排水管进行
全面疏通掏挖，目前城区整个
管网已经完成一遍全面疏通淘
挖，眼下市政部门正组织人员

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尤其是
在建工地和施工现场附近的管
网进行重点多次疏通掏挖，确
保汛期排水管网排水通畅。

自6月1日开始，城区防汛
办公室已经开始实行24小时
带班值班制度，而还在城区设
置了14处防汛值守点，目前各
值守点人员设备均已到位。9
日上午，记者在卫育路青年渠
桥看到，防汛值班室、移动发
电机、排水泵等防汛设置已经
就位。现场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城区今年设有 14个值守
点，所有值守点均实行24小时

值班制度，自6月份一直持续
到9月底。

“城区最早的一批防汛值
守点市2013年设置的，当时城
区设置了10个，没有值守点以
前，遇到强降雨后，防汛队员
拉着设备到强排点现安装设
备排水，这期间要耽误很长时
间，现在所有的设备直接安放
到值守点，只要出现汛情可以
直接进行排水。”该工作人员
表示，设置防汛值守点后城区
排水效率会大幅提高。

据了解，城区遇大雨易积
水的重点路段有 :东昌东路南

侧聊城六中附近路段；兴华东
路与鲁化路路口西北处；卫育
北路西侧氧气厂南路段；利民
路铁塔商场至酱菜厂路段 ,尤
其是剧院附近路段；东昌西路
北侧东昌宾馆至市人大路段；
东关桥东东昌府区医院附近
路段；东昌西路与向阳路口附
近路段；卫育路与利民路路
口。

另外,湖南路西首路段、柳
园路北首高架桥南侧、振兴西
路三里铺风景小区路段、昌润
路与兴华路口西半部和东北
角等地段遇大雨也易积水。

值守点分布情况
人民广场防汛值守点，负

责东昌路至建设路之间柳园路
路段排水。

利民路运河泵站防汛强排
值守点，负责利民西路强排泵
站、利民西路卫育路—柳园路、
前许街、镜明路、聚源巷、青年林
路、东昌路至利民路之间卫育
路、礼拜寺街、小礼拜寺街、健康
南路等段及附近小街巷排水。

汇鑫街防汛强排值守点，
负责东昌路(王口桥—站前街)、
兴华路(卫育路—站前街)、北关
街(北关桥—振兴路)、向阳路
(东昌路—兴华路)、二所胡同、
乐园路、昌润路(东昌路—兴华
路)军需路(东昌路—兴华路)等
路段及附近小街巷排水。

聊堂沟出水口防汛强排值
守点，负责聊堂沟出水口闸门、
强排站、聊张沟出水口闸门、站
前街(湖南路—东昌路)、昌润
路(湖南路—东昌路)、军需路
(聊堂路—东昌路)、湖南路(昌
润路—铁路桥)、军干路、聊堂
路(带状公园—周公河)、站前

南区、西关街、火车站广场等区
域及附近小街巷排水。

聊师南沟出水口值守点，
负责聊师南沟闸门、湖南路(运
河桥—光岳路)、光岳路(陈口
路—新南环 )、花园路 (湖南
路—陈口路)、陈口路、龙山西
街、柳园路(闸口—湖南路)、后
菜市街、东关街、文化路、聊位
路、龙山南北区、皋东街、等路
段及聊大东校、市体育馆等区
域及附近小街巷排水。

利民路徒骇河防汛强排值
守点，负责利民路东西闸门、皋
东街闸门、班滑沟出水口闸门、
双侧滨河大道下穿式桥涵及泵
站(东昌路—湖南路、含东板桥
穿涵)、光岳路(东昌路—陈口
路)、利民路(花园路—光岳路)、
园东街、窦营东街等路段及附
近小街巷排水。

东昌路花园路口防汛值守
点，负责东昌路(王口桥—花园
路 )、益民胡同(东昌路—兴华
路)、健康路(东昌路—兴华路)

区域排水。

东昌路二干渠防汛强排值
守点，负责东昌路二干渠强排
泵站、东昌路 (花园路—光岳
路)、鲁化路(东昌路—兴华路)、
花园路(兴华路—东昌路)、风貌
街等路段及附近小街巷排水。

青年渠出水口防汛强排值
守点，负责青年渠出水口闸门、
双侧滨河大道下穿式桥涵及泵
站(东昌路—光岳路)、光岳路
(东昌路—高架桥)区域排水。

青年渠穿二干强排值守
点，负责青年渠穿二干闸门、青
年桥闸门、建设路(花园路—光
岳路)、振兴路(花园路—徒骇
河)、兴华路(花园路—鲁化路)、
鲁化路(兴华路—鲁西化工)、
育生街区域排水工作。

青周渠出水口防汛值守
点，负责青周渠出水口闸门、青
周渠截污节制闸闸门、花园路
(兴华路—财干路)、柳园北路
(建设路—财干路)、益民胡同
(兴华路—建设路)、财干路、建
设路(卫育路—花园路)、振兴
路(卫育路—花园路)、兴华路

(卫育路—花园路)、新纺街(建
设路—兴华路)等路段及附近
小街巷排水。

新水河出水口强排值守
点，负责新水河出水口闸门、强
排站、卫育北路(建设路—周公
河)、向阳路(兴华路—双力路)、
新水河双侧道路(兴华路—双
力路)、恒昌街(兴华路—昌润
路)、双力路(昌润路—双力路)、
建设路(昌润路—卫育路)、振
兴路(昌润路—卫育路)、光明
路等路段及附近小街巷排水。

聊临沟出水口防汛值守
点，负责聊临沟出水口闸门、昌
润路(兴华路—高速路)、站前
街(兴华路—双力路)、振兴路
(昌润路—站前街)、建设西路
(昌润路—站前街)、聊临路(建
设路—双力路)等路段及附近
小街巷排水。

卫育路青年渠防汛强排值
守点，负责卫育路青年渠闸门、
强排站、青年渠市政桥闸门、卫
育路(东昌路—建设路)区域排
水工作。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9日，聊城电子商务产
业园邀请阿里巴巴农村电商讲习
所首席讲师、杭州淘员外企业顾
问、新乡巴马公社董事长杜萱等
业界专家，举办“青春筑梦·创e水
城”聊城市电商创业培训会，吸引
200多人报名参加。

“一个人打开手电筒照亮二
维码，另一个人扫描，这就是抱团
取暖的互联网思维。”讲座还没正
式开始，在让大家参与互动、扫群
交流二维码时，主持人的形象比
喻就让到场的每一个人深以为
然。今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
网+”的行动计划，中国进入电子
商务高速发展并全面普及的大时
代，在互联网风暴来临时，传统企
业纷纷被迫转型。

聊城电子商务产业园就在这
样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并特
聘浙江真爱网商创业园区专业团
队管理运营。到目前已吸引近百
家企业入驻，并确定了搭建电商
供应链平台、电商协会联盟平台、
产学研交流平台等八大支撑平
台，并积极与杭州电子商务研究
院、商务部电商基地评审专家等
机构对接，园区还与阿里巴巴商
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在聊城培
育电商人才。

此次电商创业培训会，聊城
电子商务产业园特聘请阿里巴巴
农村电商讲习所首席讲师杜千
里、杭州淘员外企业顾问周文斌、
新乡巴马公社董事长等专家前来
做讲座。

杜千里老师2008年在郑州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回到家
乡山区开淘宝店创业，销售山区
土特产，2011年，他经营的网店被
阿里巴巴评为全球百家网商，
2012年还被国家社科院、农业部
作为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典型案
例，杜老师还是淘员外的特聘专
家。他讲述的自己的创业故事让
在场的每一个人动容，他还分享
了很多电商成功案例，并详细分
析了这些案例的成功点在哪里。

“原本报名的有150人左右，
到现场的达到了200多人。”聊城
电子商务产业园总经理周建青告
诉记者，此次活动得到了聊城团
市委和聊城市农委及各级农业部
门的大力支持。

记者了解到，除了城区的参
加者，很多参与者从聊城各县
(市、区)专程赶来，还有的自己听
了感觉好，打电话邀请朋友来听。

“老师讲的很实际，原来对这一块
还比较迷茫，听了之后感觉找到
方向了。”一位参加者告诉记者。

200余人参加首期

青年电商培训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连福 )

近期，聊城市消费者协会接
到的关于“微信集赞”的投诉日
趋增多，有的商家对点赞送礼
品设置了门槛，从而误导消费
者。聊城市消协发布警示，微信
上拉朋友点赞、网上买赞，可能
涉嫌违法，消费者需谨慎集赞。

市民许女士介绍，前不久
自己在微信中收到一个信息，
只要在自己的朋友圈中为该经
销商的微信上“集满100个赞”，
凭微信截图即可到该经营店免
费领取价值240元的某品牌酒
一箱。于是许女士以自己的名

义发动所有的朋友在微信给该
经销商点赞112个。但当许女士
拿着微信截图找到该商店领取
酒时，却遭到商家的多方托词，
就是不予兑现。这让许女士非
常恼火，直接就找到了市消协。

市消协通过 2015年 1月
份——— 2015年5月底的案例统
计，微信上销售商品、发布“集
满50个‘赞’，送高压锅”、“集20
个‘赞’送一箱饮料”等等，呈递
增趋势，对于此类营销中的商
品质量、服务保障等，目前尚
未形成完善的监管机制，若消
费者遭遇虚假营销，易陷入维
权困境。然而各级消费者协会

苦于没有法律法规支撑，无法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使部
分经销商钻了法律空子。

聊城市消费者协会提醒
消费者在遇到类似的微信集
赞、微信营销活动中，千万要
注意以下几点：“集赞有奖营
销模式”可能暗藏陷阱。虽然
微信朋友圈销售及点赞一时
已成为商家网络营销的新模
式，但仍有不少“集赞有奖”活
动藏着猫腻。许多网友拉亲
戚、找朋友“点赞”后，在兑奖
时却遇到了奖品消费门槛、奖
品设置不透明等问题。商家以
物质利益诱惑网友点赞支持

自己的活动或销售产品的行
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属于不正当竞争。

很多商家在营销时基本上
都是使用了一些模糊性的语言
在微信里进行推广，却隐瞒了
数量有限、消费时有限制等事
实。礼品价值太高的活动很容
易被商家设门槛。如某文化传
播公司在微信中声称集齐200个

“赞”就送明星演唱会门票一
张，吸引了众多年轻人争相点
赞转发，然后该公司事后却发
布公告称，是由于“措词方面
疏于严谨”，只安排所有集齐的
网友以抽奖的形式获得门票。

微微信信““集集赞赞营营销销””暗暗藏藏陷陷阱阱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勿盲目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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