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健康聊城戒烟大赛邀您参加
有证据表明，吸烟正在全

球广为流行，约有一半吸烟者
将会因为他们的吸烟行为而死
亡，其中一半人会损失约20年
的寿命。我国是世界上烟草生
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目前约有
3 . 5亿烟民，并且，还在以每年
300万的速度增长，近百万人死
于吸烟相关疾病。

有资料表明，戒烟无论早
晚都对健康有益，即便是在
晚年，戒烟也能使健康状况
得到改善，患心肌梗死和癌
症的风险在随后的几年内将
会明显降低。戒烟需要具备
吸 烟 者 自 己 的 戒 除 烟 草 愿
望、他人鼓励、适当的技巧和
支持 ,戒烟大赛是一个帮助
数量众多吸烟者戒烟的有效

方法。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精神，进
一步推动聊城市无烟环境的创
建，帮助吸烟人群戒除烟草，不
断降低成人吸烟率，聊城市疾
控中心将在全市开展“2018健
康聊城戒烟大赛”活动。只要您
有戒烟意愿，符合我们的戒烟
要求，我们诚邀您参加！
一、组织机构

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参加人员

招募年满18岁的聊城市常
住人口中正在吸烟且烟龄超过
1年、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
三、报名时间

2018年5月10日—2018年5
月28日

四、报名渠道
关注“聊城市疾病预防控

制 中 心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lccdc536279820)，在微信平台
菜单栏，点击“戒烟大赛”进行
答卷报名。
五、注意事项

1、参赛人员要在报名时承
诺遵守大赛规则。报名成功后，
应当持续关注全市戒烟大赛进
程，必须参加大赛规定的戒烟
活动(包括启动仪式、两次基线
调查、一次控烟活动)，积极参
加其他戒烟活动，完成戒烟规
定天数。

2、戒烟大赛的期限从2018
年5月31日起，并持续100天至
2018年9月8日止。

3、戒烟成功要提供两位证

明人信息。证明人必须能够证
实参赛者的参赛资格和在大赛
期间的戒烟情况。证明人不能
全是参赛者亲属。
六、奖项设置

1、抽奖：在大赛活动期间
保持戒烟状态的选手，即可参
加抽奖。中奖者通过现场抽奖
的方式抽出。

2、验证：被抽中者，将进
行现场尼古丁检测，未达标者
视为戒烟失败，不能获奖。证
明人不符合要求的，没有参加
规定活动的均不能获奖。空缺
名额由后续抽出的达标人员
产生。

3、颁奖：大赛组委会将为
戒烟成功的中奖者颁奖。戒烟
成功者被授予“戒烟明星”称

号。奖项设置如下：
一等奖：1名，奖金2000元，

颁发获奖证书；
二等奖：3名，奖金800元，

颁发获奖证书；
三等奖：10名，奖金200元，

颁发获奖证书；
参与奖：若干名，颁发参与

证书。

聊城市疾控中心官方微信

本报聊城5月10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永健) 如何让费时费力的
交通事故处理变得简单高
效，让当事群众真正满意。
近日，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
支队东昌府大队以群众需
要为导向，推出交通事故群
众监督测评制度，请当事人
为民警工作“打分”，不仅提
高了工作效率，大大缩短了
办案周期，而且有效避免了
矛盾激化甚至是上诉上访
事件的发生，大大提高了群
众的满意率。

记者了解到，东昌府交
警大队辖区多在聊城城区
周边，日常车流量较大，来
往过路的大型货车居多，交
通事故时有发生，对公安交
警事故处理带来了挑战，东
昌府大队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结合辖区实际制订出
了交通事故处理监督流程，

整个举措紧紧围绕警情处
置，建立了事故处理交班制
度、事故责任集体研究制
度、一案一评制度、周讲评
月总结制度。同时坚持定期
对辖区交通事故发生路段、
时段、车型以及人为因素进
行分析，找出规律，并制作
事故成因分析报告，为制定
交通事故预防对策，提供科
学依据。

在民警提供的一张交
班记录簿中记者看到，上面
详细列出了事故时间、处警
人员、事故类型、简要案情、
伤亡情况、救助基金垫付情
况等等数十项事故详细信
息。“有了这张详细的事故
纪录，即使民警交班，其
他民警接手处理也一目了
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民警介绍。

处理事故的同时，民警
会给事故双方当事人发放

交通事故处理意见表，请当
事人为交警工作“打分”。记
者看到，这份表格上从工作
态度、办案效率、廉洁情况、
责任认可、总体评价等五大
方面评价办案交警。一旦发
现当事人不满意的地方，当
事民警必须说明情况后加
以改进。“我们由群众直接
进行执法监督，努力构建和
谐的警民关系。”据了解，东
昌府交警大队每月对群众
测评情况进行总结，针对群
众意见，及时跟进、改进工
作。

今年4月18日，沙镇居
民张先生骑电三轮时与一
辆越野车相撞，越野车当场
逃逸。接到警情后，民警迅
速赶赴现场处置，由于缺少
事故车辆相关信息，案件侦
破工作一度停滞。严重受伤
的张先生因为家中条件困
难，担心找不到肇事者，治

疗费用拿不出，在医院住了
没几天便“不敢再住了”。为
打消张先生的担心，民警接
连几昼夜筛查沿路监控信
息，通过一处民用监控基本
确定了肇事车型，又查看沿
路监控，最终锁定家在外省
的肇事者。在警方的压力
下，肇事者归案，并已经为
张先生垫付了部分医药费
用，解除了他的顾虑。没想
到这么快能破案的张先生
激动得要给民警红包，被民
警婉言拒绝……类似这样
的事例，在东昌府大队基本
每月都有。

在事故处理中，处警
民警用语文明、举止规范、
态度诚恳，拉近和当事人
之间的距离，赢得信任，自
推出该举措以来，所办理
案件的群众满意率100%，
交通事故处理周期也大大
缩短。

事事故故处处理理是是否否满满意意，，当当事事人人说说了了算算
东昌府交警大队推出交通事故处理便民新措

本报聊城5月10日讯(记
者 凌文秀) 10日上午，聊
城市举行侵权盗版及非法
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对17
吨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
进行公开统一集中销毁，百
余名城区印刷发行经营业
户代表在“保护知识产权，
拒绝盗版，助力创新”条幅
上进行了签名。

聊城市副市长马丽红、
聊城市委宣传部调研员任
银平、聊城市委办公室调研
员赵义峰、聊城市委外宣办
(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衣善
忠、东昌府区副区长郭海英
等出席活动。

马丽红在讲话中提到，
聊城以“清源”、“固边”、“净
网”、“秋风”、“护苗”五大专
项整治行动为依托，以开展
专项行动为平台，以查办案
件为抓手，立足网络主战场，
持续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物
等行动，查缴了一大批非法、
盗版出版物，坚决惩治各类
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

2018年，聊城市要加大
对侵权盗版源头、非法出版
物销售和网络淫秽色情的

查处力度，进一步推进“扫
黄打非”工作深入开展。各
级、各有关部门将持续强化
源头治理、日常监管、查办
案件力度，遏制非法传播、
清除文化垃圾。

现场准备销毁的出版
物以儿童读物为主，如《淘
气包马小跳》、《小火车捉迷
藏》、《查理九世》等常见的

儿童课外读物，另外还有部
分教科书。“扫黄打非”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告诉记者，和
正版的出版物相比，侵权盗
版出版物主要是纸质和印
墨低劣，很多书中缺页漏
页、部分印刷错误等，都会
对孩子们正常的阅读带来
不良影响。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

来，聊城市查办“扫黄打非”
案件14起，收缴图书、报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计
算机软件等非法出版物20
万余件，取缔地下印刷厂3
家，处置网络有害信息1500
余条，取缔关闭网站25个，
有效净化了社会文化环境，
维护了聊城市政治安定、社
会稳定和文化安全。

1177吨吨侵侵权权盗盗版版非非法法出出版版物物被被销销毁毁
销毁的出版物以儿童读物为主，纸质印墨低劣

即将被销毁的非法出版物。

本报聊城5月10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刘志岭 ) 4月
24日21时5分左右，东阿县工业街
与省道710线路口一辆五轮农用车
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电动车驾驶人邢某受伤，五
轮车逃逸。

接到报警后，事故科民警吕
文远、辅警侯西华、董斌火速赶赴
现场，现场只有一辆损坏的电动
车，伤者已被送至医院，肇事车辆
逃逸。通过对现场侦查，没有发现
任何线索。正在此时，东阿县铜城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原来发生
事故时，被正在巡逻的派出所民
警发现，民警发现肇事车辆逃逸，
立即驱车追赶，当追赶至大杨村
时，肇事车钻进附近村庄，加之夜
色朦胧，最后不见踪影。从派出所
民警口中得知，肇事车辆是一辆
拉水泥的五轮农用车。

随后，民警立即根据派出所
追击路线调取了东阿马安(肇事车
辆逃逸路线途经地 )的监控，从监
控中民警排查到肇事车辆是一辆
满载水泥的无牌五轮农用车。从
该车行驶轨迹和满载的水泥，民
警猜测此车应该是从水泥厂拉水
泥从事经营的。于是，民警又调取
了水泥厂附近省道7 1 0线滑口监
控，对2 4号事发前经过的所有五
轮车进行逐个排查，经过对将近
1000多辆的细致排查，民警终于查
到了肇事车辆，而且图像显示了
肇事者的面貌特征。

喜出望外的民警立即带图像
到水泥厂进行辨认，水泥厂负责
人经过辨认，确认该人确实经常
从厂里拉水泥，但都不知道他的
名字，从水泥厂外销水泥登记表
里，民警查到该人登记的名字叫

“广千”，因为没有姓氏，所以不能
查询该人的详细地址，虽然该人
登记了联系方式，但当民警拨打
电话时，却被告知号码欠费停机。
民警赶紧给这个号码充值5 0元，
从移动公司民警查看到了肇事者
的真实姓名，后又经过公安网查
询到了肇事者的地址。

5月8日，在当地派出所协助
下，民警赶到阳谷县肇事者家中，
肇事者对4 . 24事故供认不讳。

排查1000多辆农用车

最终抓获肇事者

挂失声明
尚衍玲，律师执业证书丢失，

执业证号：13715201211889446，执
业流水号：10753266。声明作废！

C02 综合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L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