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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7月13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海燕 刘雪飞) 为进一步
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
促进和谐警民关系发展，进
一步推动交通秩序治理工
作，聊城交巡警支队开发区
大队积极协调为基层中队
配置了二十辆交通巡逻电
动车，主要用于交通巡逻、
日常执勤执法、应急救援、
服务群众等工作。13日，在
聊城开发区，这20辆交通巡
逻电动自行车开始亮相街
头，这也是交通巡逻用电动
自行车首次在聊城亮相。

记者看到，这次配置的
交通巡逻电动车白色的车
身，车身上印有“交警巡逻”
字样，前后都安装爆闪警
灯，后面车座上装有一个放
置物品的柜子。除了车身上
的灯与储物柜外，巡逻车的
构造与普通电动自行车基
本没有差别，也是锂电池驱

动。“一次充电能续航50千
米。”据介绍，电动车后面的
小柜子可以用来放置单警
装备、执法单据、便民物品
等一些东西。

“此次配置的交通巡逻
电动车，最主要的特点是轻
便灵活，可以充分发挥电动
车机动、灵活的特点，深入
大街小巷进行治安巡逻。”
交警介绍，这种电动车能有
效延伸执勤民警的执勤半
径，拓展管理范围。同时，可
提高民警机动灵活、快速反
应能力，迅速有效地处理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除了轻便灵活外，将电
动自行车用于交通巡逻、执
勤执法等工作还有一大优点
就是绿色环保且维护使用
方便。“巡逻电动车很方便，
骑起来也舒服，在同样的时
间内，我们巡逻的路线更
长、范围更广、效率更高了，
今后，我们将加大巡逻的力

度和密度，为市民营造更好
的交通环境。”开发区大队
民警表示，新配发的巡逻自
行车让工作更便捷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警
用 巡 逻 车 除 了 机 动 车 之
外，还有摩托车。同新启用
的电动车相比，摩托车要
笨重许多噪音也大，由于

城 区 巡 逻 车 速 一 般 开 不
快，摩托车长时间低档位
行驶，故障率高，维护保养
费用颇大，如今不少地方
已经逐渐淘汰。下一步，开
发区大队民警将根据首批
电动交通巡逻车的实际使
用情况，决定是否进一步
加大配置及改进。

交交通通巡巡逻逻电电动动自自行行车车亮亮相相聊聊城城
首批共20辆，主要用于交通巡逻、日常执勤执法等工作

首次亮相的交通巡逻电动自行车。

本报聊城7月13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杜
泽敏 邱婵) 13日清晨6点
半至8点半，聊城东昌府交
警大队在辖区聊位路口、侯
营路口等重点路口设置检
查点，针对涉牌涉证、农用
车非法载人等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展开集中查处行动。
行动中，一辆货车因车厢门
未关好被查处，司机被处以
50元罚款。除此之外，另外
几起易被忽略的违法驾车
行为也被查处。民警提醒，
有六种易被忽略的违法驾
车行为驾驶员需要特别注
意。

13日早晨7点35分，在
聊位路口，一辆自东向西行
驶的货车引起执勤民警注
意，民警将其拦下并查验车
主相关证件，民警对其车辆
检查发现，其车上满载着一
些家具半成品，由于货物装
得太满，车厢门没有关好。
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
款50元，不记分的处罚，并
对驾驶员进行批评教育，提

醒其以后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装货运输。

行车时没关好车门和
车厢也要处罚？有些司机
看到这条规定后都会有这
样的疑问，是的，这也是会
被查处的违章行为，因为
这样的疏忽是有很大的安
全隐患。交警介绍，一些车
主们喜欢打开后备车厢装
大件货物，导致车厢门关
不上，车主们就直接开着
后备车厢，然后驾车上路
了，这样的车辆存在很大
安全隐患。

早晨7点40分许，一辆
涉嫌改装的车辆被查处；7
时50分左右，一辆渣土车放
大号不清晰被执勤民警拦
下；7时55分左右，一名司机
未携带行驶证被查处……
在查处的多起违规中，有多
起都是平日驾驶员容易忽
略的。民警提醒，有六种违
规行为易被忽略，除了行车
时车门或车厢未关好、私自
改装外，逆向停车、私家车
超员载人、拆除座椅以及对

监控探头扮鬼脸摆不雅动
作等都属违法驾驶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规定，机动车在临时停放
时，不得逆向停放，即使是
停放于停车位内，如逆向
停放，仍属于违法停车行
为。也就是说，在有停车位
的地方逆向停车是违法行
为；而在没有停车位的地

方，车主无论是顺向还是
逆向停车，都要受到处罚。
另外，一些开面包车的车
主认为将后排座椅拆下，
可装的东西就更多了。殊
不知，这种行为也是属于
违法行为。相关法律规定，
擅自改变车辆内部结构及
用途，容易带来潜在的安
全隐患。这也是违规的，要
被扣3分，罚款200元。

车车厢厢门门没没关关好好上上路路司司机机被被查查处处
交警提醒，这些易被忽略的违法驾车行为千万注意

13日上午，在聊位路口，东昌府大队民警展开集中行动。
本报记者 李怀磊 摄

本报聊城7月13日讯(记
者 李军) “聊城仲裁杯”
摄影大赛已成功举办三周，
上传的千余幅作品均以聊城
风光为主，为紧扣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主题，组委会希望
摄影爱好者们多拍摄人文主
题作品，以具体事件反映创
城过程中作出的努力行动。

第四周主题为“美丽聊
城、文明有我”，投稿时间为
7月10日至7月14日，网上投
票时间为7月15日至16日。
参赛者可直接关注聊城仲裁

(微信号：lczhongcai)微信平
台，点击“摄影报名”投稿，同
时填写个人信息。整个比赛
将持续到2018年1月。

此次比赛以聊城市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为指导单位，聊城市国
土资源局、聊城仲裁委、聊
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联
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共同
发起“用脚步丈量聊城大
地，用慧眼发现城市之美”
手机摄影大赛活动。

参赛作品单张或者组
照，组照不少于3张。能反映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和成果
的风光、纪实、民俗风情等
原创摄影作品均可参赛。作
品须以手机拍摄为准，且不

得低于800万像素。谢绝提
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
像的作品。

本次摄影比赛设周赛、
月赛、总决赛，最高奖品为
价值几千元的名牌手机。总
决赛获奖作品将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聊城仲裁网、
聊城国土资源局官网、聊城

仲裁微信公众平台集中展
示。获奖摄影作品集册展
览，并举办颁奖晚会。

大赛特组建聊城仲裁
“文明聊城拍客团”，请所有参
赛选手务必扫描二维码添加，
比赛进展情况将在群里公布，
还将定期组织拍客团成员采
风，拍摄，走访等活动。

“聊城仲裁杯”摄影大赛第四周周赛今天截稿

拍拍摄摄题题材材请请以以““文文明明聊聊城城””为为主主

聊城仲裁微信平台
关注投稿

聊城仲裁文明聊城
拍客团

本报聊城7月13日(记者 邹俊
美 通讯员 蒋利强) 上半年聊
城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29837户，其
中新登记私营企业10469户，同比增
长33 . 7%，增幅列全省第2位。

今年以来，聊城继续深化落实
企业登记“五证合一”、个体工商户

“两证整合”、“先照后证”、“双告知”
等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大众创业
创新活力，市场主体呈现稳定增长
态势。上半年聊城全市新登记市场
主体29837户，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
10469户，同比增长33 . 7%，增幅列全
省第2位，新登记个体工商户18625
户，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市私营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年新增4万户”
任务目标的72 . 7%。截至6月底，我市
累计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6 . 1万户，同
比增长12 . 34%，私营企业70240户，同
比增长31 . 16%，增幅列全省第3位。

据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公布了
2017年1至6月份全国各省、市商标申
请、注册及有效商标总量情况，聊城
市新申请商标4785件，居全省第7位，
同比增长17 . 1%；新注册商标3135件，
居全省第6位，同比增长77 . 1%；截至6
月底，有效商标总量达27753件，居全
省第7位，同比增长25 . 6%。

上半年新登记私企

增幅列全省第2位

2017年上半年，聊城出口木制
品904批，货值3318万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39 . 4%，4 . 57%。图为聊城检验
检疫局工作人员对出口木制品进行
现场查验。

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白鹤
王晓文

常延芬同志，鉴于您自2017年
3月13日至今未到公司出勤，请假
未经批准擅自离岗长期旷工，前
期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多
次联系均未回复且未到岗。公司
先后下达《限期回岗通知书》、《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通过EMS
邮寄于您，您未接收且未回公司
到岗，您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根据有关规定，决定与您解除
劳动合同。

经多次与您联系未果，请您
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单
位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逾
期，后果自负。联系电话：0635-
2126650。

特此公告。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解除劳动合同登报声明

寻亲公告
我辖区群众于2010年5月11

日在山东省聊城市火车站内捡
拾一名男婴，已到公安部门报
案，现予以公告。有丢失婴儿的
家长，请在公告见报60日内持婴
儿相片及有效证件、证明材料到
我所认领，逾期不领者，视为弃
婴，我单位将按照有关法律政策
规定办理相关户口事宜。

联系人：白警官 0635-8821110
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派出所

聊城木制品
出口增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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