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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张跃峰 ) 随着第
十一届中国江北水城·运
河古都(聊城)葫芦文化艺
术节启幕，11月10日一大
早，在位于古城区楼南大
街的艺术节现场已经成为
了各种各样葫芦的海洋，
来自全国各地的葫芦及爱
好者齐聚，在初冬的暖阳
中形成了一道靓丽风景。

11月10日早上还不到
8点钟，参加第十一届中国
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聊城)
葫芦文化艺术节的客人就
早早赶到现场，将自己的
精品葫芦一字排开。还没
到开幕时间，众多葫芦爱
好 者 已 经 选 购 了 不 少 精
品。

上午9点多钟，在锣鼓
声中葫芦文化艺术节正式
拉开帷幕，这时的楼南大
街已经是葫芦的海洋，现
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
人群奔向各个葫芦展位，
或欣赏、或选购各色葫芦。

据活动主办方聊城市
东昌府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葫芦文化艺术节以“畅
游葫芦之乡，品味葫芦文
化”为主题，从11月10日开
始，到11月12日结束，共为
期三天，目标是将葫芦文化
艺术节打造成为中国规模
最大、水平最高的葫芦文化

艺术节，把东昌府区打造成
葫芦文化艺术的制高点。除
了现场的精品葫芦展、葫芦
交易会之外，葫芦文化艺术
节举办期间，还将举办葫芦
文化艺术座谈会、葫芦技艺
大赛及颁奖、葫芦文化艺术
节专题演出等系列精彩活
动。

自2007年东昌府区举

办首届中国江北水城·运
河古都(聊城)葫芦文化艺
术节以来，到今年这一葫
芦盛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
届，每届葫芦文化节都会
吸引众多国内外的葫芦爱
好者齐聚。借助这一平台，
东昌府区的葫芦产业越做
越大，葫芦文化艺术的影
响越来越大。昔日无序散

乱、产业意识模糊的小葫
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完
成了从农业到文化产业的
全面提升。目前，东昌葫芦
产业已经形成包括种植、
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全 区 现 有 葫 芦 加 工 企 业
1000余家，从业人员近万
人，成为农民经济收入新
的增长点。

聊城第十一届葫芦文化艺术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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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展示的各色葫芦。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张超) 10日，由聊
城市智慧城市办公室、聊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
的2017聊城首届智慧住区
发展与实践论坛圆满落幕，
论坛旨在提升城市现代管
理水平，增强社区居民智慧
体验，深入探讨住区模式由
传统化向智慧化变革。

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副局长李济哲出席活
动并致辞，李济哲指出智
慧住区与居民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是未来发展趋势。
会上，青岛文达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CTO
倪萍博士，向与会人员分
享《智慧住区的发展与实
践》。倪萍认为，智慧社区

是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
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
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
生活环境，从而形成基于
信息话、智能化社会管理
与服务的一种新的管理形
态的社区。

据了解，本届论坛聚

焦智慧城市管理中出现和
面对的住区发展与管理问
题，共商现代城市住区管
理之道和发展大计，满足
城市居民日益提高的生活
要求。当天，来自聊城市设
计院、聊城市各大房产开
发企业、聊城市各大物业
管理机构相关负责人参加
论坛。

2017聊城首届智慧住区发展与实践论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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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海燕 刘雪飞) 为推动
开发区秋冬季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减少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规范钢材运输货车、
三轮汽车、拖拉机安全管
理，11月10日，聊城开发区
成立了由执法局、建设局、
环保局、交警队、街道办事
处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
队，开展钢管运输车辆专项
治理行动，当天就查扣了9
辆无牌无证的改装拖拉机。

据了解，联合执法队以
重点路段、时段为重点，对
过往钢管运输车辆进行一
一检查，严查超重超载、无
牌无证、非法改装等重点交
通违法的钢材运输车辆，杜
绝这类车辆上路行驶。同时
向驾驶员发放宣传材料，告
知在运输过程中应该注意

的事项，以及在触犯有关规
定后将采取哪些措施等。

聊城开发区交警大队
民警介绍，针对这些钢材运
输车辆，我们检查的内容首
先要看行驶证、驾驶员驾驶
证、车牌等相关牌证，查处
中发现，车有没有牌、没有
行驶证，其次就是看他有没
有非法改装。行动中发现，
一些拖拉机不但无牌无证，
还存在非法改装现象。一天
时间内，执法队便连续查扣
了9辆多种违法现象并存的
拖拉机机。

“这些非法改装的拖拉
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上
路后对其它交通参与者是
一种安全威胁。”民警介绍，
目前道路上行驶的变型拖
拉机主要是非法改装的超
载车，这些车辆与低速货
车、甚至与重、中型汽车在

车型、动力、时速和载质量
上甚至无大差别，因此又被
称为“变型拖拉机”。长期以
来，变型拖拉机超载严重、
车况差、违法运输现象突
出，已成为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的重大隐患，严重危害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交警部门也一直坚持严查
严处。

据介绍，行动当天，出
动警力30余人，警车5辆，查
扣无牌无证、私自加长、加
宽、拖盘、存在安全隐患的
拖拉机9辆，其他违法行为
15起。

交警、环保、建设多部门联合整治钢管运输车辆

99辆辆无无牌牌无无证证改改装装拖拖拉拉机机被被查查扣扣

联合执法队伍行动现场。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刘志岭) 12日，记
者从聊城东阿交警部门了解到，平
阴黄河大桥收费站将于11月15日24
时期满停止收费，须拆除收费及相
关设施。为确保施工安全，尽早恢复
桥路畅通，2017年11月16日0时起至
2017年12月20日16时止，G105平阴黄
河大桥将采取限制通行措施，禁止
所有车辆通行。

东阿交警提醒，施工期间，过往
车辆需要选择绕行。施工期间如因
天气等特殊原因导致无法施工，则
封闭施工时间相应顺延。据了解，由
于平阴黄河大桥是聊城、济南跨黄
河的重要公路桥梁，因此封闭期间
将给车辆通行带来很多不便，为保
证维修期间道路畅通，东阿交警大
队将在大桥封桥期间禁止汽车类机
动车和三轮摩托车通行。

平阴黄河大桥收费站

16日0时期满停止收费

封封桥桥施施工工期期间间
禁禁止止车车辆辆通通行行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记者 杨淑
君) 日前，东昌湖景观提升及游路系
统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于6月初开工镜
明湖样板段接近尾声，焕然一新的镜
明路一段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东昌湖景观提升工程镜明湖样
板段今年6月初正式动工，整个夏
天，经过镜明路看到的都是排满的
蓝色挡板，如今已经入冬，这段工程
也接近尾声，镜明路展露新颜。目
前，道路整体修建已经基本完成，行
人车辆都可以放心通过，工人们还
在做着浇水、种植花草、整改地面、
安置道旁座椅的最后工作。

记者了解到，整个东昌湖景观
提升工程总投资约为2 . 5亿元，范围
含启动区及环湖交通系统，其中启
动区范围为北到东昌西路，南至阿
尔卡迪亚温泉酒店，西到昌润路，东
至东昌湖西岸，提升设计面积约47
公顷；环湖交通系统为东昌西路-西
湖滨路-南湖滨路-南关街-西南城
墙-西关街；东昌西路-水城广场-聊
堂路-北关桥-镜明路-东北城墙-北
关桥；两个环路。景区道路提升改造
从整体系统梳理到局部细节设计，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使道
路系统兼具电瓶车、自行车绿道、步
行等功能，为游人提供完善的休憩
观湖设施和生态多元的滨湖体验空
间，预计今年12月底前可全部完工。

东昌湖景观

提升工程正紧张施工

镜镜明明湖湖样样板板段段
展展现现新新容容颜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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