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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1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晶 ) 为提升城市文明形
象，净化城区交通秩序。21
日，记者从聊城市公安局
交警部门了解到，即日起，
在聊城交巡警支队执勤二
大队在辖区内开展“向不
文明交通行为宣战暨道路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这次交通整治行动，对行
人及非机动车违法也将重
点查处。

据介绍，这次行动中，
将开展行人及非机动车专
项整治。重点查处行人及非
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不走
人行横道或非机动车道、逆
向行驶、越线停车、不服从
交警指挥等。针对电动车、
摩托车交通违法，将重点查
处电动自行车、低速电动车
及摩托车涉牌涉证、违反信
号规定、非法改拼装、乱穿
乱行、驾驶摩托车不戴头

盔、“炸街”摩托车违法上路
等。

行动中还将持续加大
持续加大酒毒驾整治力度，
重点整治容易致堵致乱致
祸的酒驾、醉驾、毒驾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查处渣
土车等大货车涉牌涉证、超
限超载、非法改装、闯灯违
禁等野蛮驾驶行为。还将开
展假套牌车辆查缉行动，重
点查处伪造、变造车辆号
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故
意遮挡号牌等涉牌涉证违
法行为。

同时，行动中还将开展
乱停乱放专项整治。重点整
治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在禁
停区域停放、占用盲道或人
行道停放、占用公交站点停
放、非法圈占路内停车泊位
等。行动中还将开展交通设
施、标志标线调研、排查。重
点调研、排查整改主要路口
路段道路交通设施、标志标

线不齐全不清晰、配置不合
理等问题。

据了解，聊城交警部门
日前发布了《聊城市城区规
范停车秩序通告》，根据通
告，城区柳园路、东昌路、兴
华路等路段非机动车道内
未规划非机动车停车位的，
该路段禁止非机动车停放。

非机动车停放时妨碍其他
车辆和行人通告的将依据
交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5月16日下午15时至18时，
城区交警执勤三大队对新
东方尚街周边非机动车道
上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进
行集中清理，共清理非机动
车110余辆。

向不文明交通行为“宣战”暨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展开

行行人人及及非非机机动动车车交交通通违违法法也也严严查查

交警集中清理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

本报聊城 5月 2 1日讯
(记者 张超) 20日，由聊
城市住建局主办，聊城市
物业管理协会承办，市城
区各社区参与的聊城市物
业行业争创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宣传日活动在人民公
园启动。

活动中，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先后到人民公园宣
传点和各校区宣传点进行
了查看，详细了解了活动的
内容和形式，对物业协会响
应文明城市创建，提高行业
文明的行为给予肯定。

市物业协会副会长许
晓华介绍道，此次活动是
全市住建系统深入贯彻中
央、省、市关于加强和改进
社会管理的部署要求，按
照《山东省物业服务行业
开展文明行业创建活动试
点工作计划》的文件精神，
以全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为契机，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为 根
本，以“诚信服务、务实创
新、专业规范、共治和谐”
的物业行业精神为引领，
大力宣传物业知识，提升
行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
和 谐 发 展 一 次 综 合 性 活
动，物业协会高度重视，市
城区企业全员参与，活动
规模大，涉及单位和人员
多，活动内容丰富，充分展
示行业良好精神风貌，激
发广大物业从业人员的工
作激情，全面提升物业管
理水平，为建设文明行业、
文明城市作出新贡献。

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
街面宣传与社区宣传两部
分，街面宣传包括在公共街
面发放宣传册、摆放展板、
现场答疑、调查问卷等；在
社区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为业
主答疑解忧，与业主展开互
动。活动范围为市城区人民
公园、开发区振华超市及全
市多个小区，参加人员为市
城区物业协会会员企业代
表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提升了全市物业服务的质
量意识、品牌意识，树立了

良好的行业形象，为营造全
市安定有序的社区居住环
境，提高广大业主的文明行
为，创建文明城市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宣传过程中，同期开展
了法律服务咨询活动，在聊
城仲裁委的大力支持下，舜
翔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
构积极参与，派出律师进行
现场解答，取得了良好的沟
通效果。此次活动发放的《聊
城市物业服务手册》，由聊城
市物业管理协会编制，以聊
城市物业法规为基础，翻阅

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典型案
例、文献资料，就业主日常关
心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归纳提
炼，从而达到明确责任、规范
管理、增强沟通，消除不和谐
因素的目的。

当日，市住建局、行业
协会及市城区物业各理事
单位相关负责人等参加活
动，与会人员走访了金柱·
海德公园、昌润·莲城、光
岳花园及中通领秀城等小
区，现场观摩了丰富多彩
的社区活动，交流先进物
管经验。

构建诚信物业，争创文明行业———

聊聊城城市市物物业业行行业业开开展展创创城城专专题题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在人民公园会场，市民填写征集意见表。 本报记者 张超 摄

本报聊城 5月 2 1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
聊城市人社局获悉，为进
一步推动聊城建筑企业依
法参加工伤保险，确保实
现建筑业“同舟计划”总体
目标，切实维护建筑业职
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组织召开了全市
推动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
工作会议。县(市、区)人社
局、住建局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 议 传 达 了 聊 城 市
《2017年推进建筑业参加
工伤保险工作方案》，对贯
彻国家、省级文件精神和
下部工作进行了部署。市
人社局副局长魏庆荣主持
会议并要求，各级人社部
门要将建筑业参加工伤保
险工作作为当前扩面工作
的重点来抓，要提高思想
认识，强化责任担当，要深
刻认识建筑施工企业参加
工伤保险的极端重要性，
要深刻认识上级抓督导、

抓问责的坚定决心。对下
一步的建筑业参保工作，
各级人社部门要切实优化
工作流程，高效服务，实行
实名登记参保。要加强宣
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
加强督查，严格落实通报
调度制度，确保2017年内
全市建筑业从业人员全部
参加工伤保险。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
建管处处长赵永辉指出，
各级住建部门必须充分认
识到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

的重要性，扎扎实实做好
这项工作。对今后全市的
所有新建项目，必须认真
执行国家规定，无条件、不
折不扣的执行不参保不开
施工许可证的硬性规定。
如果执行不到位的，将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住建部
门将对这项工作进行专项
或 联 合 人 社 部 门 进 行 督
导。对开展工作较慢的县
市区，要求加快工作步伐，
迎头赶上，确保完成2017
年参保目标任务。

今今年年全全市市建建筑筑从从业业人人员员全全参参加加工工伤伤保保险险

本报聊城5月21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刘志岭) 为保障
辖区群众出行安全，净化道路交通
环境，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5月16日晚，东阿交警大队联
合交通、特警等部门开展了夜查集
中整治行动，严查酒驾及渣土车超
限超载，当晚12辆渣土车超载被查
处。

“有的渣土车超载达100%以上，
执法交警介绍，这样的超载会造成
惯性增加，刹车比以前更难刹得住，
带来更多安全隐患。”行动期间，东
阿交警大队班子成员带领三个执法
小组，结合辖区实际，精心组织，科
学布警，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
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执法记录
仪、酒精测试仪等科技设备，加大对
酒驾及渣土车超限超载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为提高集中整治
效果，民警们在坚持文明、理性、平
和、规范执法的同时，将教育宣传工
作贯穿于夜查行动的始终，对过往
驾驶员和车主进行教育提醒，引导
驾驶员自觉抵制交通违法和交通陋
习，提高文明安全出行意识。

据统计，行动中查处渣土车超
载12起，改型1起，酒驾2起。通过开
展夜查行动，有力地震慑了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整治效
果。

公安交警、特警、交通部门联合夜查

东阿12辆超载

渣土车被查处

夜查行动现场。

连日来，位于花园南路的聊城
市耳鼻喉医院医疗队分别前往莘县
范庄村和顾官屯常庙村为贫困户进
行健康义诊活动，耳鼻喉科主任赵
秀翠、口腔科主任谷金凤现场义诊，
对现场筛查出相关疾病的贫困人员
到医院就诊的免费治疗。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凤涛 摄

贫贫困困患患者者免免费费治治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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