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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郓城城查查处处超超限限超超载载车车辆辆6600辆辆
该县开展联合治超集中整治活动，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提高

本报讯(通讯员 李英) 这段
时间，郓城县双桥乡葛垓村民行走
在新修的桥上，心里非常踏实。葛垓
村是“第一书记”张友勋帮包村，由
于年久失修，桥两侧的护栏早已被
冲刷掉，先后发生过三起交通事故，
群众反映非常强烈。

张友勋今年4月帮包该村之后，
向所在的菏泽市城市管理局争取资
金一万七千多元，决定把桥修建起
来。修桥当天，葛垓村党员干部自发
集合起来，义务修桥，张友勋更是不
顾天气炎热，推车、装水泥，干起活
来毫不含糊。

经过一天的劳动，小桥修建如
新，两侧加上了护栏，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出行。

“第一书记”

修桥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杜德成 郭昂
记者 崔如坤) 自23日联合执法

以来，郓城县交通、公安、交警三个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60余人次，出
动执法车辆48辆次，检查车辆810余
辆，查处违章车辆73辆，其中超限超
载车辆60辆，过境超限超载车辆明
显减少，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提高。

23日晚7时许，郓城苏庄桥和杨
庄集潘杨路路口，警灯闪烁，随着郓
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魏宏峰的一声
令下，交通、公安、交警三个部门，60
余名执法人员，10余部执法车辆迅
速集结，向超限超载等严重违法道
路运输行为果断亮剑。标志着郓城
为期三个月的联合治超正式拉开序
幕。经过连夜稽查，当晚，共检查运
输车辆240余部，查处非法改装车辆
1辆，大件运输车辆1辆，超限运输车
辆15辆。

据悉，本次为期三个月的联合
治超，以政府为主导，成立了以副县
长为组长，交通、交警、公安等单位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治超领导小组，
抽调了180余人的联合执法队伍，配
备执法车辆15部，24小时轮流不间

断上岗执勤。
本次联合治超将对四项严重违

法行为实施整治。一是运输砂石料、
水泥、煤炭等车货总重超过55吨的
车辆；二是非法改装的营运车辆；三
是闯岗拒检、非法带车、暴力抗法等
不法行为；四是客车、货车、危化品
运输车、校车、农村面包车、渣土车、
低速载货汽车七类重点车辆的超
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驾、毒
驾、涉牌涉证七种违法行为。

魏宏峰要求在这次集中治理活
动中，对阻碍执行公务、抗拒检查、
暴力抗法的严格依法处理，形成高
压态势，遏制超限超载运输不法行
为，维护路产路权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路面通行状况明显改善，
道路运输市场秩序进一步净化，实
现郓城境内超限超载车辆的持续下
降。

下一步，该县治理超超限超载
办公室将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规定的
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有序推进活
动进程，并根据治超工作的实际需
要，随时依法变换治超方式和地点，
保持治理违规车辆的高压态势。

本报讯(通讯员 崔航) 近
日，郓城县烟草专卖局积极响应
县委县政府“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要求，认真制定工作预案，抓好工
作落实。

郓城县烟草专卖局主要负责
同志及“第一书记”帮扶工作小组
成员到潘渡镇吴庄行政村，与当
地村委班子沟通交流，了解掌握
当地群众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
深入困难群众家中，倾听他们的
所想、所急、所盼，为今后更好地
开展“第一书记”扶贫村扶贫工作
提供了第一手调研材料，初步制
定了村间公路修缮及特困群众危
房改造等帮扶计划。

在今后工作中，该局将进一
步加大“第一书记”扶贫帮扶力
度，积极发动全体干部职工捐款
捐物，真正把关心关怀送到人民
群众心中，提高社会满意度，树立
良好外部行业形象。

郓城县烟草专卖局

调研扶贫村帮扶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付梦书
记者 崔如坤) 近日，郓城籍
著名词作家吕永清作品CD纳入
了《 中 国 当 代 词 作 家 作 品 经
典》，已由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
社出版发行。

据了解，歌唱家的专辑随
处可见，但词曲作家还没有成
系列、成气候的音乐专辑。不

过，善于主打经典牌和大制作
牌的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发
现这一境况后，投以巨资推出
了《 中 国 当 代 词 作 家 作 品 经
典》、《中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经
典》，分别选取了50位当代著名
词曲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入
辑。

在吕永清这张CD专辑中，

既有他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
奖”、政府奖一等奖的作品《最
亮的星 最好的人》、中国广播
奖铜奖的《新年，送你归队》，也
有他荣获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精品工程奖”的《为人民
服务不算苦》《那一声乡音》；既
有客家人的民俗情歌，也有新
疆维吾尔族题材作品；这些作

品的作曲汇集了羊鸣、姜春阳、
臧东升等著名作曲家，也汇集
了佟铁鑫、郑绪岚、严当当等著
名歌唱家。

记者了解到，吕永清初中毕
业后开始模仿作词，两年后开始
尝试自己创作，逐渐得到大家认
可，终成著名词作家，被誉为“当
代词坛的‘郓城好汉’”。

一一张张CCDD半半生生经经典典 吕吕永永清清出出专专辑辑了了
郓城词作家吕永清作品纳入《中国当代词作家作品经典》CD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 郭来峰
张波 记者 崔如坤 ) 日

前，郓城志愿者协会的文艺志
愿者们走进郓州监狱，举办了

“情系高墙 共创和谐”文艺汇
演活动，此次文艺汇演标志着
郓州监狱“第五届育新文化节”
专题教育活动启动。

一曲欢快、嘹亮的唢呐演
奏《欢天喜地》拉开了活动帷
幕。文艺志愿者们带去了莲花
落、山东梆子、豫剧、歌曲等众
多精美的精神文化食粮，让服
刑人员为之感动。

郓城民间非文化遗产传承
人杨晓琼表演的莲花落《说帮
教》结合亲身经历、以诙谐幽默
的语言表达了对服刑人员积极
改造、早归家乡的深情期望，获

得了全体服刑人员的热烈欢
迎，多次返场。中央电视台三套

《黄金一百秒》冠军获得者、被
誉为中国当红草根明星的老村
长 刘 恒 增 倾 情 演 唱 歌 曲《 父
亲》，情之所至，令听者无不落
泪。

郓州监狱副监狱长王庆河
表示，本次活动以“崇德、明法、
扬善、育人”为主题，邀请了热
心于服刑人员社会帮教事业、
具有专业文艺特长的爱心志愿
者参加演出，志愿者们与该狱
服刑人员同台献艺，是服刑人
员“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净化
心灵”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为监
狱的长治久安持续增加正能
量。整场演出集娱乐性、文化
性、思想性、教育性于一体，激

发了服刑人员的改造热情，为
第五届育新文化节奉献了一场
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据了解，自2012年郓城志
愿者协会成立以来，会长吕斌

带领文艺志愿者多次走进乡
村、敬老院、武警中队等地方进
行义务演出，深受广大群众的
喜爱和欢迎。

郓城志愿者助阵郓州监狱第五届育新文化节

育育新新文文化化节节 文文化化育育新新人人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友敏 )

为适应新形势下环保工作的
需要，郓城县在环境执法过程
中不断摸索、反思、总结，全面
规范执法程序，有效保障了区
域环境安全和公众环境权益。

实施“预防式”监管。加强
对排污企业日常排查，将重点
放在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上。
对执法过程中发现的隐患进行
摸底分析、研究对策，将违法事
实或环境隐患、相关法律法规

及应承担的责任、整改途径等
告知违法当事人或相关人员，
并下达现场监督检查单，责令
其限期整改，并进行定期回访，
确保整改到位，消除环境隐患。

实施“分类别”监管。以执
法对象的环保守法诚信度、环
境风险度、群众关注度、对环境
的危害度等要素为基础，分别
确定检查频次，有重点、分层次
进行监察，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实施“痕迹化”监管。环境
监察现场执法检查时，下达现
场监督检查单，将检查情况，存
在问题、需如何整改等每一环
节都要留下痕迹，做到“有迹可
循，有证可查”，有效防范监管
执法责任风险。

推行“规范化”监管。对环
境执法依据、程序、内容、行为
等做进一步的统一规定，规范
统一环境执法行为。

通过扎实开展行政执法规

范化工作，该县环境执法工作
责任明确、目标突出、措施到
位、成果显著，截至目前，该县
共开展环境联合执法专项检查
10次，对排污企业进行日常排
查2000余次；截至7月10日，餐
饮业水浒生态园等20家饭店已
安装油烟净化器，安装后，效果
明显，厨房内无油烟，空气清
新，减少了对大气污染。解决群
众身边的环境问题40余件，办
结率、满意率均达100%。

郓郓城城““四四把把利利剑剑””斩斩除除环环境境违违法法之之根根

郓城联合治超集中整治活动现场。（资料图）

郓城志愿者与监狱工作人员合影。

遗失声明

★闫志国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
371725600067207)丢失，声
明作废。

★刘加杰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371725600323475)
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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