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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创创城城””交交通通秩秩序序整整治治攻攻坚坚战战
聊城公安交警部门每周将至少开展两次集中行动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范勇 张晶

5月7日，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誓师大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力
迎接创城交通管理工作新考验，聊城公安交警部门将聚焦短板，综合整治，全力投入创城工作，坚决打
赢创城交通秩序整治攻坚战，坚决完成市委、市政府交付的重大任务。

联合执法合成作战

现场查处率提10%以上

记者了解到，公安交警
部门将深入推进路面交通
违法行为、机动车“四非”问
题、变型拖拉机、货运车辆
超载超限和危化品道路运
输“五项整治”，健全公安、
城管、交通、农机等部门联
合执法机制，坚持交警、特
巡警、治安、派出所等部门
警种合成作战，每周至少开
展2次集中统一行动，始终
保持高压严管态势，确保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
率提高10%以上，交通事故
死亡率小于每万车8人。

全市各大队将采取秘
密侦查、公密结合、交叉整
治、突击查控等手段，专业
化灵活组织开展“亮剑”执
法行动。据了解，五一期间，
莘县大队一中队查扣严重
超载大货车7辆、东昌府大
队聊阳警务工作站查扣 5
辆、冠县大队查扣17辆、东
阿大队查扣11辆。近几天部
分大队再次组织集中行动，
阳谷大队查扣11辆、茌平大
队查扣19辆、高唐大队查扣
4辆、执勤二大队查扣4辆，6
日上午东昌府大队聊位警
务工作站又查扣2辆。

针对这些违法行为，交
警部门将依法实行“八个一
律”，该拘留的一律拘留、该
扣车的一律扣车、该报废的
一律报废、该切割的一律切
割、该卸载的一律卸载、该
罚的一律罚款、该记满分的
一律记满分、该吊销的一律
吊销。同时，要督促协调交
通部门依法整治非法营运
车辆，切实解决争抢客源、

盯人拉客、违法载客、随处
停车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村
公路基本安全设施、施工道
路交通组织与安全防护设
施，达到规定要求。

全警上路治乱疏堵

以“五大类”为整治重点

聊城公安交警部门将
重拳治乱疏堵，严格落实网
格化勤务、实名制警务和

“三长负责制”，组织全警上
路，支队领导带领机关民警
包路口，各级领导骨干带队
执勤，集中优势警力，加大
严管严控，严格考核奖惩，
对突出违法紧盯不放、常抓
不懈，切实提高路面见警
率、管事率和纠违率。要突
出重点道路和医院、学校、
商场等重点区域，以致乱致
堵致祸的“六车”(电动自行
车、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
车、工程运输车、飙车摩托
车、僵尸车)、“三驾”(酒驾、
醉驾、毒驾)、“三乱”(乱停
车、乱变道、乱用灯光)、“两
闯”(闯红灯、闯禁行)、“一非
法”(三轮车、四轮车非法营
运)为重点，逐个辖区列出
整治任务清单，始终保持全
城高压严管态势，确保主干
道机动车遵章率大于96%、
非机动车遵章率大于85%，
行人遵章率大于80%，交通
路口堵塞率小于2%，违章停
车率小于每公里2辆，努力
使城区交通秩序得到明显
改观。

交警部门将加快简易
程序交通事故处理权限下
放，完善轻微交通事故快速
理赔机制，避免造成行车延
误和交通拥堵。要规范停车
管理，研究制定停车场管理

办法，适时增设临时停车
位，确保规范化停车率达到
85%以上，社会停车场利用
率达到95%以上，有效缓解
停车难问题。

优化提升城市交通

建快捷公交运营网络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公
安交警部门还将实施城市
交通“优化提升工程”，聘请
专业机构系统调查分析，找
准症结、因症施策，完善规
划、科学治堵。要优化城区
交通组织，加大“微循环”治
理，通过调整车道设置、动
态分配交通流向、施划待转
区等综合措施，对路口进行
渠化改造，减少路口冲突
点、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交警部门将对市区交通
安全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排
查，重点排查标志标线、信号
灯、隔离护栏、学校周边交通
安全设施等是否清晰、齐全。
对存在问题的逐一登记，拉
出清单，全力整改。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设施日常维护工

作，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齐全有效。将督促协调公交
集团增加公交车辆，增开公
交线路，建立快捷的公交运
营网络，确保万人拥有公交
车辆8台以上，城市公共交通
分担率大于20%。

同时，公安交警部门还
将深入实施“文明交通行动
计划”，组织开展尊法正风
大宣传，组织开展“文明交
通我先行”活动，广泛动员
交通文明志愿者，协调组织
开展文明交通大劝导，教育
广大驾驶员和市民养成文
明出行习惯。开展交通违法
大曝光，落实严重交通违法
举报奖励机制，定期公布终
身禁驾、醉驾、肇事逃逸驾
驶人、企业“黑名单”和重点
车辆交通违法，曝光交通事
故，加强警示教育，营造浓
厚的交通安全氛围。

另外，还将始终坚持从
严治警不动摇，严格落实

《从严治警十条措施》和《优
化服务十条措施》，规范执
勤执法行为，提升服务能力
水平。

7日，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创城”誓师大会召开。

本报聊城5月7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席
真) 作为助力聊城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重要
举措，6日下午，东昌府区在
人民广场启动“德善因子
助力文明——— 人人都是志
愿者”大型志愿服务活动。

据介绍，东昌府区“德
善因子 助力文明——— 人
人都是志愿者”大型志愿
服务活动启动后，将在接
下来三个月的时间持续进
行，围绕安全交通、环保节
约、邻里守望、扶贫济困、
洁净城市等主题组织各志
愿服务队集中开展服务活
动。

其中，围绕安全交通
开展“安全交通无近路
让水城生活慢一点”活动。
认领活动的志愿者团队在
城市交通高峰时间段分赴
城区各个路口协助交警进

行马路交通执勤活动，主
要针对行人及非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展开劝导，并协
助 交 警 发 现 各 类 违 法 行
为。交通志愿者也是交通
法规义务宣传员，对身边
的人开展相关宣传工作，
从而使更多地市民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

围 绕 环 保 节 约 开 展
“环保节约我做起 让水
城生活简一点”活动。认领
活动的志愿者团队分赴城
区各大超市、市场以分发
传单、环保袋等形式推动
环保节约活动的普及和开
展。鼓励社区志愿者团队、
单位志愿者团队以举办保
护环境知识讲座等多途径
介绍出行乘坐公交车、提
倡骑自行车、拒绝使用一
次性用品、一水多用、垃圾
分类回收等方面的知识。
各单位志愿者团队在单位

提倡对公务用车、节水节
气、绿色照明、办公耗材、
工 程 设 备 技 改 等 进 行 控
制，并有可行措施。

围 绕 邻 里 守 望 开 展
“邻里守望我加入 让水
城生活暖一点”活动，认领
活动的志愿者团队结合自
身特点开展“邻里和谐百家
宴”、“邻里浓情文化节”、

“邻里趣味运动会”、“开家
门、握邻手、互帮助、解邻
忧”、“让空巢老人心不空”
等活动，倡导各个志愿者团
队进社区、进小区、进家庭，
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邻里
交流的平台，以情感拉近邻
里距离，打造和谐文明的邻
里关系。

围绕扶贫济困开展“扶
贫济困有我在 让水城生
活善一点”活动。志愿者团
队结合自身特点帮扶贫困
家庭、困难学子、留守儿童

等多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执
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帮扶
形式。提倡公益组织设立爱
心图书室，乡镇奖学金等多
种形式进行帮扶。集中社会
力量进行长期的资助和定
点的帮扶，让贫困家庭、困
难学子和留守儿童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

围绕洁净城市开展“洁
净水城我加入 让水城生
活美一点”活动，认领活动
的志愿者服务队以多种形
式组织开展“美化运河”、

“清洁小区”、“垃圾随手
捡”、“清洁公共自行车”等
活动，提倡有条件的志愿
者团队联合各类学校、企
业对环境进行美化，鼓励
志愿者团队进居民家庭普
及卫生清洁知识，以带动
更多居民加入到清洁环境
的队伍中来，以实际行动
支持城市文明创建工作。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启启动动文文明明主主题题大大型型志志愿愿服服务务活活动动
服务队集中开展服务活动，时间持续三个月

本报聊城5月7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高红) 5月4日下
午，聊城市技师学院团委举行2017
年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暨2016年度
共青团工作表彰会。院团委书记、学
工处处长程清斌出席活动并讲话，
各系团总支书记、副书记及团员共
400余人参加活动。

入团仪式上，伴随着音乐《五月
的鲜花》的旋律，229名新团员在团
旗下庄严宣誓，骄傲地佩戴上了象
征着光荣与责任的团徽。随后，院团
委对2016年度涌现出来的“红旗团
总支”、“优秀青年工作者”等先进集
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程清斌强调，广大新团员要站
在新起点，树立新目标，展现新作
为，要加强自身修养，走出属于自己
的一片新天地；全体团员同学要牢
固树立理想信念，发挥共青团员在
青年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刻苦
学习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拼搏进
取，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做阳光向
上的好青年。

聊城市技师学院

举行共青团工作表彰会

聊城市技师学院举行共青团工
作表彰会。 通讯员 高红 摄

为增强国防生爱国主义情怀，
进一步提升国防生责任感、使命感，
5月4日，聊城大学300余名国防生在
聊城大学西校十一广场参加“不忘
初心跟党走”五四升旗仪式暨新团
员入团仪式。校党委副书记王强、党
委宣传部部长乔丙武、学生工作部
(处)长张乐方、校团委副书记刘东莲
及校团委全体工作人员、各学院分
团委书记、在校大学生、国防生共计
2500余人一同参加本次仪式。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李
振修 陈敬讼 摄

聊大国防生
参加五四升旗仪式

注销公告
聊城市鲁恒金贸金属材料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371502MA3C7WUR00，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成
立，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逾
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挂失声明
范子壮不慎将柳园办事处花

园南路医疗器械厂家属院2-2-4
《房屋所有权证》丢失，房屋所有
权证号：房权证改字第023150号。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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