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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9日讯(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刘广阔) 5
月9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召开，
会上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印发了《市城市管理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工作实
施方案》，针对承担的任务，从
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
化、城管执法、广告宣传等十多
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分工，明确
了城市管理局各单位的工作职
责、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

《市城市管理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工作实施方
案》中指出：环境卫生方面：市
政设施得到保护，要害部位设
置电子监控设备，并设有明显
标志；公共消防设施全部达标，
消防通道畅通；河面清洁、无漂
浮物；主要街道公共场所环境
整洁，无脏乱差现象，确保城区
清扫保洁度达到100%，清运率
达到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大于95%。市政设施方面：
设有无障碍设施，主干道装灯
率100%，亮灯率99%；街巷道路
路面绿化，装灯率100%，亮灯
率99%；核心设施完善，城市道
路的机动车的和非机动车道平
整不损害等。园林绿化方面：主
要景点、景区开展文明警醒文
明规劝活动，确保文明有序；公
园里阅报栏座椅等市政设施得
到精心维护，消防通道畅通；街

道景区等实时补植绿化等，加
快园林景观建设。城管执法方
面：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等不
文明行为；开展违法小广告治
理、整治露天烧烤、治理非法搭
建等专项活动。方案还对广告
宣传、人民广场管理等方面做
了部署，要求窗口服务从业人
员和执法人员要使用文明用
语、礼貌待人，有效整治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方案》还
明确了责任人、督导单位以及
督导责任人等。

市政协副主席、市城市管
理局局长张金伦要求，局属各
单位一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切实把文明创建工作摆上
重要位置，作为单位中心工作
来抓。要强化目标管理，实行责
任追究。根据局实施方案，制定
各自方案，层层分解任务，倒排

工期。严格落实“谁主管、谁负
责，谁丢分、谁负责”的责任追
究制，绝不姑息。开展定期督
导，促进任务落实。建立工作调
度制度，实施检查督办，定期调

度工作情况，对工作进展缓慢
影响进度的予以通报批评，已
督促改，切实把各项任务目标
落到实处，举全局之力，为聊城
市创城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召开创建文明城市动员大会

确确保保城城区区清清扫扫保保洁洁度度达达到到110000%%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召开创建文明城市动员大会。

本报聊城5月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晶) 为提升文明交通质量，
打造文明畅安聊城，齐心协
力共创全国文明城市，5月9
日，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
队向全体市民发布“创文明
城市 做文明市民”倡议
书。倡议书中，号召全市市
民彻底告别非机动车、行人
闯红灯等六大不文明行为。

倡议书倡议全体市民
树立树立“自律、包容、礼
让、文明”的现代文明交通
理念，共同营造“文明交通

人人参与，文明交通人人维
护，文明交通人人共享”的
良好环境。在日常的生活中
大力倡导“六大文明交通行
为”，即：文明使用车灯，礼
让斑马线、机动车有序停
放、按序排队通行、各行其
道、礼让救护车、消防车等
文明交通行为。

同时，市民应自觉摒弃
“六大交通陋习”，即：摒弃
开车分心驾驶、不系安全
带、随意变更车道、向车窗
外抛撒物品、随意鸣笛、驾
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等

交通陋习。坚决抵制“六大
危险驾驶行为”，即：抵制
疲 劳 驾 驶 、酒 后 驾 驶 、超
员、超载行驶、超速行驶、
强行超车、闯红灯等危险
驾驶行为。彻底告别“六大
不文明交通行为”，即非机
动车、行人闯红灯，非机动
车越线等待、占用机动车
道、逆向行驶，行人翻越护
栏、不走斑马线等不文明交
通行为。

聊城市交巡警支队倡
议市民，积极争当“文明交
通从我做起”的倡导者、践

行者和推进者，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共同维护交通安
全。

交通安全连万家，文明
交通靠大家。聊城市交巡警
支队号召全体市民携起手
来，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
起，从日常做起，开文明车，
行文明路，做文明人，以自
己的一言一行，以文明的交
通形象树立全社会文明交
通新风尚，为创造文明聊城
做出积极贡献。众志成城、
凝心聚力，实现创建文明城
市的目标！

提升文明交通质量，聊城市交巡警支队发倡议

彻彻底底告告别别““六六大大不不文文明明交交通通行行为为””

本报聊城5月9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
市旅发委获悉，日前聊城指
定2017年全市文明旅游工
作实施方案，深入推进全市
文明旅游工作，引导广大旅
游者和旅游从业者成为文
明旅游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切实形成文明旅游的良好
风尚，推动全市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

今年文明旅游工作的
内容为：文明与旅游同行--

行业先行，以旅游企业为主
要活动对象，通过抓宣传教
育、行业自律、合同规范等
工作，使企业成为文明旅游
的引领者。旅游景区(点)环
境整洁优美，游客中心提供
文明旅游宣传材料，文明旅
游公益广告宣传醒目美观，
设立规范的志愿服务岗。旅
行社诚信经营，旅游安全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从业人员
文明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游
客满意度显著提高。加强导
游培训教育，认真做好游客

“出行前宣传教育、旅途中
督促提醒、返程后总结反
馈”工作，导游解说词中有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
痰”、“有序排队”等文明提
示内容。星级饭店。服务环
境不断优化，员工队伍整体
素质和专业化服务水平进
一步提高，安全防范设施配
套齐全，文明餐桌创建卓有
成效。

同时，还包括：文明与
旅游同行--从我做起。一
方面，制作一批方便市民

和 游 客 的 文 明 旅 游 宣 传
品，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发
放文明旅游宣传品，让文
明旅游的意识理念广泛传
播、深入人心。充分发挥旅
游志愿者作用。节假日期
间，积极组织当地旅游志
愿者到景区(点)开展文明
引导宣传活动，重大旅游
活动做好宾客引导和秩序
维护等形式多样的志愿活
动。开展文明旅游评选活
动，以及旅游市场违法行
为整治活动。

“行业先行，从我做起”

聊聊城城将将全全面面推推进进全全市市文文明明旅旅游游工工作作

本报聊城5月9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5月8日，《江
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总体规
划》汇报会议召开。规划指
出，聊城将着力打造5A级
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会议首先听取了规划
编制单位所作的江北水城
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方案
汇报。随后，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先后发言，就规划方

案提出了具体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后，聊城市委副书记、市长
宋军继指出，总体规划必
须解决好总体定位、空间
布 局 、产 业 特 色 、功 能 配
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
题，为未来城市的建设和
发展明确方向。在总体定
位方面，要与旅游度假区
发展紧密结合，明确目标
定位，着力打造5A级旅游

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在
空间布局方面，要按照“一
廊、四轴、两镇”的规划结
构，优化布局、留足空间，
发挥优势、凸显特色，为产
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
产业发展方面，要着重发
展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健
康养生、科技创业、金融、
行政、商业等产业，合理安
排产业布局，连线成片、集

聚成块。在功能配套方面，
要完善给排水、电力、通信
等硬件设施和教育、医疗
等软件服务，确保城市功
能配套完善，方便群众生
产生活。在基础设施方面，
要优化完善交通设施，让
水上交通、陆上交通、轨道
交通有效衔接，和中心城
区紧密对接，提高道路通
行能力，提升城市品位和
城市形象。

聊聊城城要要打打造造国国家家级级旅旅游游度度假假区区

本报聊城5月9日讯(记者 杨
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旅发委获悉，
依照《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的有
关规定，根据旅行社的申请，同意注
销两家旅行社的《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

具体情况为：同意注销聊城白
云旅行社有限公司《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聊城白云旅行社有限公
司应停止经营旅行社业务。许可证
号码：L-SD-17021。

经营地址：聊城市柳园北路西
范恭屯村06-423；旅行社名称：聊城
冠宇旅游有限公司，许可证号码：L
-SD-17070，经营地址：聊城市建设
西路15号。

聊城两家旅行社

终止经营许可

阳谷县食药监局对照“复卫”标
准，对城区逐街逐户进行地毯式排
查，严格规范经营行为，督促经营者
落实持证经营、持证上岗、索证索票
以及完善三防设施等工作，同时对
无证经营单位责令立即停业。

(王利勇 王洪青)

规范经营

挂失声明
冠县锋云商贸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不慎丢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 4 7 1 7 0 0 0 2 3 0 9 0，账号：
1611002009200073806开户银行中
国工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冠
县营业室，申请原证作废。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周成山，拖拉机驾驶证证号

410927196506041014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

挂失声明
车牌号：冀D782BP，强险标志

号：3 7 8 0 5 3 5 2 7 4 ，强险单号：
805072017371597007479，车辆车架
号：LZWACAGA398096203，发动
机号：901016061，遗失交强险内置
标志，现登报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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