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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章丘区召开旅游工作会议

到到22001199年年计计划划新新增增AA级级景景区区33家家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袁绍华） 近
日，章丘区召开旅游工作会议，
记者在会上获悉，章丘区结合
南部山区彰显山水风情、中部
城区建设泉城风貌、北部区域
打造田园风光的总体布局，打
造春季赏花、夏季玩水、秋季观
叶、冬季滑雪的四季旅游路线
和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业全时
全域发展。

今年章丘区党代会、人代
会提出了“产业高地、宜居新
区、文旅名城”的发展定位，章
丘将结合实际，特别是围绕实
施四大提升工程，努力提升旅
游业发展水平。

章丘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
表示，泉水旅游是章丘旅游业
的一张名片，新一届区委、区
政府结合四大提升工程，打
造交通上人舟流转、建筑上
村舍俨然、产业上农商辉映、
生态上稻荷飘香、文化上古
今交融的泉水生态文化标志
区，使其成为章丘泉水旅游
的新地标。

据了解，按照四大提升工
程要求，章丘区计划到2019年
新增国家A级景区3家，其中
5A级景区1家。全力支持和帮
助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努力以项目建
设为依托，充分发挥独特的自

然人文资源优势，全力打造一
批旅游业发展高地，着力做优
一批乡村旅游基地，积极争创
一批特色小镇，提升“文旅胜
地、情满章丘”品牌形象。另外，
通过“旅游+”，把旅游业的服
务意识、服务标准、服务质量、
服务流程等，渗透融入到农业、
工业、商业等相关行业和领域，
带动服务水平提升和经济收入
增长。

会上，还对2016年度章丘
区旅游工作新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对在旅游创建、
宣传营销、主创活动、安全生产
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单位进行了
奖励。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常景根
石蕾） 近日，章丘区交通运
输局召开“两案”集中面复会
议。记者在会上获悉，章丘实
施的公共自行车二期工程已
进入招标程序，预计增加自行
车1000辆、站点50个，力争下
半年建成启用。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章
莱路南段改建工程于 3月 6
日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
路基、小桥涵施工，道路基层
已开展实验段铺筑工作，现
已累计完成投资2572万元，
占合同价的40%。省道102章
丘绕城段（北外环）改建工程
于2016年10月26日获批复立
项，现施工图设计已评审完
成，正在批复流程中。预计6
月份完成批复，8月份开工
建设。当前，区政府正着力推

进征地、拆迁等工程配套资
金和土地报卷工作。

此外，济莱高速埠村收
费广场改造工程已完成施工
招标，施工红线内的拆迁工
作已基本完成。预计 6月份
施工单位可进驻工地开始施
工，计划10月份建成通车。济
青高速章丘段扩容改建工程
正在紧张施工中，其中章丘
互通立交（刁镇收费广场）预
计年底建成投入使用。济章
快客公交化改造工作已与济
南市交通运输局、省交运集
团、济南公交总公司进行了
多次对接沟通，正在制定改
造方案和认证BRT开通方
案。备受关注的公共自行车
二期工程目前已进入招标程
序，预计增加自行车1000辆、
站点50个，力争下半年建成
启用。

下下半半年年将将增增加加11000000辆辆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
目前已进入招标程序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陈平 林
少榆） 近日，章丘区公安分
局在章丘范围内加大对各类
非法种植物的排查力度，通
过巡逻发现和群众举报，该
局共查处非法种植罂粟案件
7起，依法铲除罂粟植株500
余株。

5月24日11时许，明水第
二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发现
明水街道办事处禹家村南头
的农田里有 4 处罂粟种植
点，每处种植点种植数量从
十几株到二十几株不等。经
走访调查，确定种植罂粟的
是该村村民牛某等五人，该
五人称为了观赏和食用幼苗
而种，并不知道种罂粟是违
法的。随后，民警和村民将现
场罂粟全部铲除，经清点共
计146株，牛某等五人也被治
安处罚。

眼下，正是罂粟开花、结
果易发现、好铲除的时节，章
丘区公安分局抓住时机加大
排查力度，进一步普及非法
种植物的严重危害和后果。5
月16日，吕家寨派出所经群
众举报和日常巡逻在大寨村
查处 4 起非法种植罂粟案
件，依法铲除罂粟288株。

截至目前，章丘区共发现
和查处非法种植罂粟案件7
起，依法铲除罂粟植株500余
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一条第
一款之规定，区公安分局对5
名非法种植嫌疑人进行了治
安拘留，5人被治安处罚。

下一步，章丘区公安分
局将进一步对非法种植毒源
品的法律规定和如何抵制毒
品侵害等知识加大宣传力
度，同时，加大巡逻和查处力
度，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77起起种种植植罂罂粟粟案案铲铲除除550000余余株株
5名非法种植嫌疑人被治安拘留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石剑芳 实习生 尹雪辉
通讯员 孟华） 5月25日，
由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主办的2017山东省机械零
部件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智能
制造现场交流会在章丘举
行。

据悉，本次会议主要围
绕 深 入 推 进《〈 中 国 制 造
2025〉山东省行动纲要》和智

能制造工程展开讨论，主要
面向当前山东省内机械零部
件生产企业。为此，明水经济
技术开发区特组织章丘区3
家企业参加此次研讨会，进
一步了解零部件产品自动化
生产线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建
设，加快提升章丘的机械零
部件行业装备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和新旧动能转换能
力。

33家家企企业业总总结结智智能能制制造造经经验验
新旧动能转换智能制造现场会在章丘召开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彦霖)

5月24日，章丘区民政局开
展了精准扶贫慈善捐款活
动。短短十几分钟就募集善
款约1 . 7万元，体现了全局干
部职工扶困济危、乐善好施

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也推
动了民政局的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中华民政扶贫济困、
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为推
动民政事业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

章章丘丘区区民民政政局局
开开展展慈慈善善捐捐款款活活动动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石
剑芳 实习生 尹雪辉 通讯
员 郑辉） 近日，章丘区交警
大队召开大货车、渣土车专项
整治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自去年9月份章丘区
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治理大货车超载超限整治
行动。截至目前，共依法暂扣超
载超限大货车1548辆，约谈运
输企业65家，处罚运输企业14
家，责令停产整顿企业1家。

据悉，去年9月份章丘区
召开了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载
超限、非法改装行为专项行动
和打击非法采矿工作会议，章
丘区公安局交警大队与交运
局联合开展了治理大货车超
载超限整治行动；与渣土办联

合开展了渣土车违法行为整治
行动行动中；与地矿中心联合
开展的打击非法盗采石料整治
行动。

另外，章丘交警依托8个
公安检查站和2个打击盗采石
料检查点，定点卡住国省道的
重点路段和路口，同时流动巡
逻延伸至周边道路，形成覆盖
全市重点路段、路口网络。其
中，该大队指挥中心依托视
频 监 控 系 统 不 间 断 视 频 巡
检，及时发现路面情况，及时
调度路面执勤警力，实现精确
打击。

在整治过程中，渣土办建
立健全“源头管理标准化、途中
监管视频化、渣土倾倒分区化、
全程管理网格化”管理模式。在

工地源头管理上，40余名渣土
监察人员全部派驻工地，实行

“一对一”管控，对8家渣土运
输企业、141台运输车辆进行
审核备案。车辆全部进行密闭
改装，加装GPS定位系统，纳入
数字化环卫管理平台。今年以
来，渣土办共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 210次，纠正违法行为 620
次，暂扣违规车辆380台次。

为解决“黑物流”和车主盯
梢执法车辆为其他货车提供执
法部门执法信息逃避处罚的情
况，2016年9月至 2017年 5月
专案组抓获13名“盯梢”以及
锁死车门后逃走人员。目前，
该13名人员因阻碍执行职务
全部移交辖区派出所予以行
政拘留。

章丘交警召开大货车专项整治发布会

99个个月月查查处处大大货货车车11554488辆辆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李凯） 5月
12日是全国第九个“防灾减灾
日”，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
知识”，章丘区科技局联合应急
办、消防大队、教育等部门深入
章丘区双山街道中心小学开展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应急
疏散示范演练暨地震避险知识
进校园活动。

15时，随着一声警报，双
山街道中心小学应急避震演
练、紧急疏散演练活动正式开
始，650名小学生在老师的指
挥下，捂住鼻子、弯着腰，井然

有序地迅速撤出教学楼。短短
两分钟，小学生顺利撤离到学
校操场。

活动现场，为了增强学校师
生的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自救
互救能力，消防大队的四名消防
员进行了地震抢险救援设备展
示。面对这些新鲜的消防设备，让
不少小学生直呼：“长见识了！”

据了解，章丘辖区内拥有
两个地震测震台和强震台，七
处济南市重点动物宏观观测
点，以上观测手段全部与济南
市地震监测中心联网,可实现
章丘区实时监测辖区内1 . 5级

以上地震，定位精度小于3公
里。下一步章丘区科技局将在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上下大功
夫，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积
极组织师生到省、济南市地震
科普馆等参观体验等活动。

“通过这次演练活动，希望
提高学校师生实际应急意识和
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进
一步增强广大师生防震减灾安
全意识，促进广大师生主动掌
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互
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
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章丘
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章丘区组织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

不不少少小小学学生生直直呼呼：：““长长见见识识了了！！””

小学生在消防员的指导下亲自操作消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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