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9月11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报道了东阿
县商业街一线杆歪倒，砸中
一骑车经过的老太太，老人
身体多处受伤。东阿县委、县
政府了解情况后高度重视，
成立了由副县长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连夜联系多部门召
开紧急会议处理该问题，并
下发通知要求移动、广电、电
信、联通、供电等部门对东阿
辖区内的所有线杆和线路进
行全面排查，对存在的隐患
立即采取措施。9月11日晚，
事故现场已恢复正常交通。

12日，记者赶赴东阿县
安监局，该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9月11日上午11时
多，该局接到相关情况的反
映后，就安排一名副局长与
受伤家属了解情况，并对现
场进行了初步勘查。县委、县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也作出指
示要求连夜开展工作，查明
原因，分清责任，给群众一个
圆满答复。

9月11日晚6点30分，东
阿县副县长贾连勇主持召开
了由县安监局、县公安局、住
建局、供电公司、移动公司、
联通公司、网通公司、电信公
司、牛角店镇、阿胶集团等多
部门共同参加的会议。牛角
店镇、东阿阿胶集团连夜联
系家属，做好相关安抚工作，
县安监局、公安局带领相关
单位共同查看了事发现场，
对现场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固定证据，并对事故原因进
行了初步分析。9月11日晚10
时，事故现场已恢复正常交
通。

经调查，初步判断原因
为原中医院南拆迁工地施工
机械在推倒墙体过程中，倒

塌墙体下压钢丝绳导致与钢
丝绳相连的线杆在外力牵拦
下折断。下一步，各有关部门
将继续对宽带线、线杆归属
进行取证确认，查明原因，同
时做好伤者家属的安抚工
作。受伤老人的亲属也告诉
记者，县里面已经有人跟他
们联系，现在他们正在等着
解决。

同时，为避免发生类似
事故，东阿县安委办已下发
通知，要求移动、广电、电信、
联通、供电等部门对东阿辖
区内所有线杆和线路进行全
面排查，对废弃不用的线路
线杆及时清理，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线路线杆要制定整改
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及时整改；对共用混用线路
线杆，线管单位要签订书面
管理协议，明确具体负责单
位，确保责任到人。

《街头线杆突倒 老太被砸多处骨折》追踪：

东东阿阿成成立立工工作作组组处处理理线线杆杆砸砸人人事事故故
并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排查所有线杆线路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记者了解到，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自今年8
月15日起，聊城市工商局、公
安局、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联合在全市开展历时
三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严
厉打击以“招聘、介绍工作”
为名的传销活动。

此次联合专项行动，加
强对传销重点区域的排查清
理，进一步畅通社会举报渠
道，广泛搜集线索，对打着

“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
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
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
重点打击、坚决铲除。对传销
活动伴生的限制人身自由、
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行为，
要坚决、快速、从严打击。

在活动期间，压实辖区

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主体责
任，引导其加强自律，规范经
营，不发布、不传播涉传信息;
加强对重点招聘平台的排
查，督促其强化内部审核，切
实杜绝传销组织借招聘平台
发布虚假信息诱骗群众;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
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压实直
销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大监
管力度，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依法查处直销企业违规招募
在校学生的行为。

同时，进一步强化源头
治理、综合治理，立足基层基
础，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及街
道、乡镇、社区等基层组织，
加大对重点区域、场所、行业
的监管、清理力度，加强出租
房屋、流动人口管理及可疑
动态监控，强化参与传销人

员帮教管控，完善部门间传
销信息互通会商。积极探索
打防控管长效机制建设，把
整治传销工作不断引向深
入。

此外，牢牢把握舆论导
向，及时发布警示提示，公
布典型案例，揭露传销活动
的违法犯罪本质、惯用手段
和严重危害。扎实做好防止
传 销 进 校 园 、进 社 区 等 工
作，警示教育广大群众拒绝
传销、远离传销，避免被不
实“招聘”诱骗参与传销。加
强 正 面 引 导 ，宣 传 劳 动 致
富，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致
富观念。积极报道、宣传打
击整治成果，提高群众的法
律观念和防范意识，营造全
社会共同打击、抵制传销的
良好氛围。

聊城四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历时三个月———

铲铲除除以以““招招聘聘””为为名名的的传传销销活活动动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 (记
者 张超) 适逢“金融知识
普及月”来临之际，为持续推
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
识普及工作，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上级行安排部署和聊城
市中心支行指导下，6日，聊
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
与临清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联合开展“聊城市普及
金融知识—走进聊城幼儿师
范学校活动”，现场为广大师
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金
融知识课”。

既有切身利益的金融知
识普及，也不乏绘声绘色的
生动比拟，原本晦涩的金融
知识，在讲师团成员的口中
以一个又一个浅显易懂的案
例故事，传递给现场的每一
位师生，获得师生们的一致
好评，“普及金融知识，提升
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共
建和谐金融。”的主题口号深
入人心。

据了解，去年以来，中国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连
续开展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主题活动，在全市选定了
22所学校为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示范点，并组织东阿、茌平
两县分别编写了小学生、中学
生金融系列读本，进一步丰富
了金融知识传播的途径，金融
知识进校园达30余次，覆盖人
数过万人，获得广大师生和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为持续推动金融消费者
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
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及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的
通知》(银办发〔2017〕165号)
和《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关于开展2017年“金融知识
普及月”活动的通知〉的通
知》(济银发〔2017〕242号)的
要求，结合辖区工作实际，聊

城市中心支行决定于9月1日
-9月30日在辖区金融系统开
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形式丰富多样的活动获得各
领域的一致好评，及时有效
的传递了金融知识，切实提
升了金融消费者的意识。

活动针对不同人群金融
知识的薄弱环节和金融需
求，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重点向低净值人群(农民、务
工人员、青少年、老年人和残
疾人)提供获取金融知识的途
径和防范风险的技能。提升公
众的金融知识和风险责任意
识，引导其合理选择金融产品
和服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
安全。活动旨在通过集中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进一
步加强广大群众对金融知识
的学习和掌握，增强金融消费
者维权意识，更好地维护公平
交易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健
康快速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走进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金金融融知知识识””进进校校园园火火热热开开讲讲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吕同华
李宇鹏) 9月11日，市人民

检察院与市技师学院举行检
校共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学院党委书记李友渔，市
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邢文革出席仪式并揭牌，学院
党委副书记刘德云主持仪式，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系工作
人员及2017级新生共2000余
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李友渔、邢
文革共同为省级“青少年法治
教育检校共建示范点”和市级

“青少年法制教育示范点”揭
牌。同时，学院党委聘任邢文
革为学院法治副院长，聘任郭
玉红、张慧两位同志为法治辅
导员，李友渔向受聘人员颁发
了聘书。

邢文革在讲话中强调，检
察机关将积极作为，致力于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
工作，使法治理念入心、入脑，
提升学生法律素养，并通过检
校共建的方式，带动全社会形
成关爱青少年成长的良好氛
围。

刘德云在致辞中指出，加

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高未
成年人明辨是非的能力，有效
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是一件功在当前、效在长
远的民生工程，必须共同努
力，构建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大格局、大环境。学院与
市检察院携手开展“检校共
建”系列法治教育活动，积极
探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新
途径、新方法，争取把学院打
造成聊城乃至山东省青少年
法治教育的亮点品牌，引导更
多的社会各界力量关爱青少
年，共同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良好法治环境，共同努力让
法治的光芒照亮青年人前行
的航程。

启动仪式结束后，张慧检
察官就如何防范校园欺凌、抵
制网络犯罪、加强自我保护给
全体新生作了报告。

市人民检察院与市技师学院举行

检校共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宋存鹏
张小田) 为进一步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丰富校园文化，9月5
日，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会
计系举行了“文明礼仪我先
行”系列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副校长、会计系主任石艳荣宣
布活动启动，系学生科科长邓
军宣读活动方案，全系师生庄
严宣誓并举行了签名活动。系
党支部书记臧学清出席活动，
学校学生处处长李军到场指
导活动。

本次活动从9月持续到12
月。期间，会计系将在全系学
生中陆续开展诸如制作以文
明礼貌为主题的宣传板报和
手抄板、“文明礼仪我先行”征
文比赛和手机摄影比赛、中秋

诗词诵读及迎新生联欢会、好
人好事大家谈等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此举旨在在全系学
生中倡导讲文明、懂礼仪的新
风尚，让文明礼貌用语成为校
园流行语言，让每位学生争做
文明礼仪标兵，为学校精神文
明建设和文明单位建设工作
助力添彩。

据悉，系列活动结束后，
会计系将对各班及学生进行
综合考评，在此基础上评选出

“文明班级”及“文明标兵”给
予表彰。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文明礼仪我先行”活动启动

莘县讯 妹冢镇以危房
改造工程为抓手，细致摸排贫
困户住房情况，登记造册，全
镇75户贫困户危房改造开工
率现已达到100%。全镇从政治
高度从发，每天定期调度全镇
所有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根

据贫困户的不同情况，实行分
包到人、责任到人，多方筹集
资金，合理安置贫困户，全程
监督建设质量，确保全镇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都能住上安
全、舒适的房屋，彻底改善贫
困户的居住条件。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

危房改造圆了贫困户的“住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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