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城事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 (记
者 张超) 17日，聊城市公
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张俊
之做客“12345”市长热线，就
全市公路建设，通车情况、重
点项目进展等市民关注的热
线问题接听来电，并回答记
者提问。

去年全市高速公路建设
3项153公里，分别是德商高
速聊城至夏津49公里、莘南
高速18公里和青兰高速聊城
段86公里。普通干线公路建
设9项273公里，项目包括冠
县东环新建、莘县阳谷绕城
新建、国道308高唐段改建和
聊阳路、聊临路大中修等工
程。此外，市公路局还中标承
担了2项33 . 5公里的市内工
程 ，分 别 是 黑 龙 江 路 东 延
23 . 5公里和茌东大道10公
里。

继2015年德商高速聊城
至范县段69公里建成通车之
后，去年7月28日聊城至夏津
段49公里顺利建成通车，至
此，聊城市第一条南北方向
的118公里高速大通道全线
贯通，为聊城市加强与京津
冀以及河南等中原地区的联
系，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
公路交通条件；莘南高速18
公里取得了新进展，桥梁基
础及下部工程基本完成；青

兰高速86公里也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所有控制性工程全
部开工，全线路基清表工作
基本完成。

据了解，在加快推进高
速公路建设的同时，去年全
市普通干线公路建设圆满完
成了各项任务，全年完成投
资6 . 98亿元。在9项273公里
的工程建设中，国道308高唐
段改建、聊阳路、聊临路大修
等6项1 9 7公里工程全部完
工，冠县东环、莘县阳谷绕城
等3项76公里工程圆满完成
年度计划，取得了良好进展。

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干
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462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 9 1公

里，普通国省道1171公里。全
市8个县(市区)中除了东阿
外，其他7个县(市区)全部直
接通了高速公路，由聊城市
城区辐射各县(市)的公路全
部达到了高速公路或是一级
公路标准，各县(市)之间全部
由高标准二级以上公路相连
接，全市干线路网的通达能
力进一步提升。

另据了解，目前全市现
有的两个一级路收费站，即
国道309道口铺收费站和聊
阳路阳谷收费站，将分别于
今年6月30日和明年8月31日
到期，届时，这两个收费站都
将达到15年的收费期限，停
止收费。

道道口口铺铺收收费费站站下下月月底底将将撤撤销销
聊阳路阳谷收费站明年8月31日也将停止收费

聊城市公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张俊之做客市长热线。

2017年，在高速重点项目
方面，莘南高速今年计划完
成投资1 . 93亿元，其中路基、
桥梁工程全部完成，排水防
护工程完成50%，路面中面层
以下结构层完成30%，截至4
月底，莘南高速路基填方完
成了7 0%，桥梁工程完成了
90%，为明年建成通车奠定基

础。
青兰高速路基清表完成

了94%，施工便道完成了97%，
路基处理完成冲击碾压84%、
强夯59%、塑料排水板13%、浆
喷桩3 5%，路基填方完成了
2 . 5%，桥梁桩基完成了18%，
累计完成投资14 . 5亿元，占总
概算的18%。今年计划完成投

资14 . 6亿元，争取2019年建成
通车。普通干线公路方面，冠
县东环、莘县阳谷绕城、国道
309东昌府境内3项续建工程
年内全部完工，省道260临观
路、省道333蒙馆路等5项大修
工程全部开工建设并完成年
度计划。

本报记者 张超

青兰高速聊城段力争2019年建成通车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备受市民关注的黑龙江路、
茌东大道工程都将于今年上
半年建成通车。黑龙江路的
大体走向是：从目前的黑龙
江路东头再向东延伸，经过
开发区的蒋官屯、广平乡和
茌平的乐平铺，直到赵牛新

河附近。项目全长23 . 5公里，
总投资6 . 1亿元。茌东大道工
程茌平段位于郝集工业园区
内，全长3 . 2公里，东阿段6 . 9
公里，项目总投资9429万元。

另一方面，备受市民关
注的聊城大外环路，目前划
线工作已经启动，道路的大

体走向是：东依一干渠，北沿
梁博路向西经梁水镇至八甲
刘，西从八甲刘向南经堂邑、
张炉集至沙镇，南从沙镇向
东经朱老庄、于集至顾官屯，
项目全长115公里，概算投资
40亿元。

本报记者 张超

黑龙江路、茌东大道于上半年建成通车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晶)

记者从聊城市交巡警支队
获悉，为进一步提高道路通
行效率，营造良好的城区道
路通行环境，根据市政府要
求，聊城城区兴华路益民胡
同路口八一宾馆附近增设两
处电子警察，将于近期对兴
华东路益民胡同八一宾馆周
边的逆向行驶违章车辆进行
全天候抓拍。

“这处路段属于繁华闹
市区，本来车流就多，车道本
来就不宽，一旦有车辆逆行

违法，极易造成拥堵，严重影
响通行效率。”警方介绍，这
两处“电子警察”启用后，相
信情况会大有改观。据介绍，
新增这些电警的目的，在于
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
境。交警在此也提醒广大驾
驶人员，无论电子警察在不
在那里，“法”都应常记心中。
多看，多听，多让，安全文明
出行。

电子警察设立后，在益
民胡同与兴华路路口、五星
百货地下停车场怎样行驶
才不会被抓拍？警方表示，

兴华路与益民胡同路口机
动车必须由东往西行驶，不
得在路口左转逆向行驶直
接行驶至八一宾馆附近；机
动车从五星地下停车场驶
出必须右转行驶至兴华东
路，不得左转逆向行驶直接
行驶至柳园路与兴华路路
口。

警方表示，当前，聊城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的进行中，请广大交
通参与者在外出时一定要遵
守 交 通 法 规 ，安 全 文 明 出
行。

城城区区兴兴华华路路增增设设两两处处电电子子警警察察
将对周边逆向行驶车辆进行全天候抓拍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记者
凌文秀) 5月18日是国际

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
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
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5月14
日起，聊城将在运河文化博物
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广场、
傅斯年陈列馆、高唐县文化广
场等，陆续举办七大活动纪念
国际博物馆日。

据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5月18日，聊城中国运河
文化博物馆将举办第一次全
国文物普查成果书籍《运博藏
珍—钱币卷》、《运河图鉴》出
版发行座谈会，在北侧文化广
场举办“中国梦·运河情”快闪
活动启动仪式。傅斯年陈列馆
在5月18日开展“中国传统文
化节日展”进校园活动，本次
展览将走进多所小学，让未成
年人真正参与到“认知传统、
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
统”的活动中，以深化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5月14日，孔繁森
同志纪念馆宣教部举办“今天
我是讲解员”体验活动，通过
辅导让小学生志愿者上岗讲
解孔繁森事迹展;5月18日，孔
繁森同志纪念馆将在纪念馆

广场举办“廉政漫画展”活动。
5月18日，聊城乡村记忆博物
馆将在西城门馆内举办参观
博物馆免费赠书活动，向观众
赠送《聊城乡村记忆博物馆画
册》200本。高唐县博物馆配合
博物馆日主题，制作了四十块
展板，将县域内重要文物与高
唐历史结合，博物馆日将在县
文化广场、有关乡镇举办《“让
文物讲述高唐历史”——— 高唐
县文物精华图片展》。莘县博
物馆5月中旬开始举办展览下
乡活动，制作《馆藏文物精品
图片展》走进张寨、妹冢、十八
里铺等乡镇。另外，聊城市博
物馆、临清市博物馆将在“5·
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悬挂条
幅，利用LED宣传字幕进行宣
传。

全市具备开放条件的14
家博物馆、纪念馆，将自筹经
费举办各种活动，根据实际
情况，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
惠开放;制定好参观预案和应
急预案，做好活动期间免费
开放服务与保障工作，尤其
是针对青少年、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的服务和保障工作，
公告社会，确保观众人身安
全和文物安全。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聊城14家博物馆举办七大纪念活动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振江
李颖超) 随着天气不断升

温，夜市烧烤成为市民消费热
点。连日来，冠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辖区所有夜市烧
烤摊点的烧烤食品开展专项
抽样快检活动。

记者了解到，自5月14日
开始，每天下午五点，由快检
中心、公安中队以及辖区食药
监管所执法人员联合行动，出
动食品安全检测车，在夜市烧
烤摊点现场抽验、现场检测、
立等出具快检结果，并将食品
检测结果在冠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网站和微信公众平
台上及时向社会公布。

检查活动之初，执法人员
重点检查烧烤摊点登记备案
情况、人员健康查体情况，食
品原料进货情况，并聚焦大众
消费热点食品，如肉串、鱿鱼、
腐竹、银耳、鸡翅、豆制品、面
制品、蔬菜、食用油、一次性餐
饮具等，重点检测动物源性成
分、亚硝酸盐、二氧化硫、农药
残留、吊白块、甲醛、瘦肉精、
餐具洁净度、极性组分等项

目。执法人员现场对抽检的样
品进行密封、封存，并让夜市
烧烤店负责人现场签字确认，
送至快检车进行快速检测。

执法人员介绍，“食品安
全检测车”，是一种流动、便
捷、实用的检测车，能够检测
甲醛、硼砂、吊白块、农药残
留、肉类水分含量等多种项
目，并可快速检测出结果。检
查活动的前两天，共检查摊位
24个，抽检肉串、鱿鱼、腐竹、
银耳、鸡翅蔬菜等食品52个品
种，根据食品监督管理有关规
定，将针对疑似不合格食品首
先下架封存，送实验室做进一
步检验。检查组对存在违规行
为的商户进行了批评教育，现
场提出整改意见。

食品安全检测车开进夜市烧烤摊点

重点检查食品原料，以及肉串等有无问题

执法人员对烧烤食品进
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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