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22日讯(记
者 李军 实习生 李鹏)

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
神，积极推进全市城镇人口
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搬迁改造工作，降低城镇
人口密集区安全和环境风
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促进化工产业转型升
级，结合聊城市实际，聊城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聊
城市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工作实施方案》。

到2025年，全市城镇人
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
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
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
园区或关闭退出(统称搬迁
改造)。其中，中小型企业和
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
企业2018年年底前全部启
动搬迁改造，2020年年底前
完成；其他大型企业和特大

型企业2020年年底前全部
启动搬迁改造，2025年年底
前完成。

认真开展风险评估。市
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采取
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评价
的方式，逐一对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进行评级评价。

科学组织实施搬迁改
造。各县(市、区)、市属开发
区要对搬迁改造企业逐一
登记造册，指导企业制定周
密细致的搬迁改造方案，积
极协助企业解决搬迁改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大限
度降低搬迁改造对企业生
产经营和就业的影响。

强化搬迁改造安全环
保管理。加强项目审批、选
址、安全、环保等管理措施，
严格执行《山东省化工投资
项目管理暂行规定》，严禁
搬迁改造企业在原址新建、
扩建危险化学品项目。

加快推动进区入园。鼓

励各地制定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禁限控”目录，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原则上进
入化工园区或专业化工园
区，不在园区的逐步关停淘
汰，严禁在化工园区和专业
化工园区以外新建、扩建化
工生产项目。

妥善化解各类风险。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有序、依
法依规的原则，积极稳妥地
解决因搬迁改造带来的职
工分流安置问题，加强信息
沟通和工作衔接，稳定就业
岗位，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失
业风险。对搬迁改造产生的
失业人员，要建档立卡，通
过开发就业岗位、加强职业
培训、提供就业服务、落实
扶持政策等措施，促进失业
人员再就业。对符合就业困
难条件的失业人员，提供

“一对一”就业援助，对从事
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
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充
分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严
格执行产业政策，引导企业
将搬迁改造同兼并重组、淘
汰落后产能、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品牌建设等有机结
合，提升市场竞争力。对产
能过剩的行业要实行等量
或减量置换，不得借机扩大
产能。强化安全、环保、节
能、质量倒逼机制，引导搬
迁改造企业运用先进适用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
高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水
平，对涉及高风险的化学
品、工艺和装备实施替代和
改造，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工艺或设备，严禁生产
国家禁止生产的产品。积极
推进智能制造，鼓励建设数
字车间、智能工厂和智慧化
工园区，大力实施“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
增效”，推动化工产业动能
转换、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聊城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方案出炉

两两类类企企业业年年底底前前全全部部启启动动搬搬迁迁改改造造

本报聊城7月22日讯(记
者 谢晓丽 实习生 王
延琳 付红艳) 为了进一
步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交通
环境，方便广大市民出行，
根据聊城市“创城”工作安

排，聊城将对聊堂路道路进
封闭施工改造，至8月10日
恢复通车。

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
工安全，聊城将对实施改造
的道路实行封闭施工。为最

大程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
响，每天上下午各一个半小
时可通行，时间为：早上：7：
00—8：30 (一个半小时通
行)；下午：5：00—6：30(一个
半小时通行)。

记者了解到，本次工程
西起昌润路，东至湖滨路，
道路全长403米，主要建设
内容为拆除道路中间绿化
带，改为路面，工期约为35
天，总投资约170万元。

聊聊堂堂路路部部分分道道路路实实行行封封闭闭施施工工改改造造
每天上下午车辆可通行一个半小时，8月10日恢复通车

本报聊城7月22日讯(记
者 杨淑君 ) 22日，据聊
城江北水城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沙滩
浴场或月底前完全免费开
放。

聊城江北水城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有关规定，东昌湖
水域，除沙滩浴场外，禁止
在其他区域游泳、溜冰。也
就是说，除了沙滩浴场，在
其他地方游泳，都是野泳，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位负责人介绍，此
前，有关人士曾经申请在孔

繁森同志纪念馆码头东部
区域设立晨练区域，在规定
时间段内进行晨练，但该水
域未获审批。原因是这片水
域也不是符合标准的游泳
场所，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存在安全隐患。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沙

滩浴场正在抢抓工期加紧
施工，争取在7月底8月初对
外开放。与之前不同，施工
完毕后的沙滩浴场将免费
对市民开放。届时，这里将
成为既符合安全标准又能
充分满足市民需求的游泳
场所。

聊城市民将有免费游泳的地方了！

沙沙滩滩浴浴场场或或月月底底前前完完全全免免费费开开放放

本报聊城 7月 2 2日讯
(记者 杨淑君) 日前，记
者了解到，围绕提高城市
建设质量，聊城市旅游发
展集团全面实施京杭运河
聊城段保护开发，加快推
进运河样板段工程建设。
目前已完成河道扩挖疏浚
等多项施工，正在实施沿
河两岸的硬质铺装、绿化
和管线施工。

据悉，运河样板段工程
是聊城市委、市政府根据京
杭运河(聊城段)旅游产业综
合开发项目规划，先行建设
的样板段工程，在提升运河
城区段及其周边环境的基
础上，探索运河项目开发运
营经验。样板段工程分为三
段——— 四河头南二干渠段，
四河头北沉沙池段以及四
河头风景区段；全长3 . 3公
里，河道按三级航道标准扩
挖疏浚，设计河口宽度100
米，水面宽度60-80米，水深

不低于3 . 2米；建设内容包
括：河道扩挖疏浚、驳岸、码
头、节制闸、人行桥、文化休
闲广场、人行步道及自行车
道、景观绿化等。

聊城市旅发集团在项
目规划中着力对运河文化、
聊城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行挖掘，在沿线景区

内设计船闸、水利设施、遗
址博物馆等主题景观设施，
同时结合现代科技注重生
态环保的要求，建设亲近自
然、净化水体等亲水设施。
为保障工程质量，市旅发集
团严格执行和贯彻国家和
地方政府有关文明施工和
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坚决

杜绝环境污染和扰民。工程
施工过程中按月、旬进行常
规检查和环保安全专项检
查。截至目前，谭庄水库供
水管道工程建筑用房砌筑
完 成 1 0 0 % ，精 装 修 完 成
100%。四河头区域服务建筑
精装修完成70%，仿古船闸
墙体抹灰完成。

河道扩挖疏浚等多项施工已完成

京京杭杭运运河河聊聊城城段段保保护护开开发发全全面面实实施施

为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服务能
力，近距离了解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为残疾人送去点滴温暖。7月17日，
聊城大学新农科技社“科技支援农
村 信息服务农民”服务队走进聊
城市韩集乡举办“爱心助残 点亮
志愿光辉”活动。

志愿者从助残调研活动中了解
到，戚爷爷双腿不能行走，为村里的
五保户。在戚爷爷的带领下，志愿者
们推着戚爷爷到达他居住的地方，
为爷爷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以实际行动为爱心事业的发展及美
好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了一份力量。

(于晨 赵哲萌)

爱爱心心助助残残

为了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噪声污
染对人们的危害，保障人们正常的
生活、工作水平和质量，提高人们的
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感。7月9日，聊
城大学于古城区举办主题为“防噪
音污染，建美好家园”的活动。通过
展板的形式向人们进行宣传，更简
单明了的使让人们认识到噪音污染
的来源、噪音污染产生的危害等，更
为重要的是需要让人们知道如何防
止噪音污染，提高人们防止噪音污
染的意识。活动中一位阿姨亲切的
与志愿者们进行交流沟通，这使得
双方对噪音污染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如何防止噪音污染有了更多的措
施。 (李军)

防防噪噪音音污污染染

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川
剧，重点是使小朋友们自小了解脸
谱文化并且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了解传统文化，为以后传统文化的
传承打下一定的基础。7月8日，聊城
大学于古城幼儿园举办“展现脸谱
风采，弘扬传统文化”活动。活动分
为三个阶段：志愿者向小朋友们展
示脸谱；与小朋友们讨论脸谱的不
同与色调；较为专业的向小朋友讲
解脸谱色调所代表的意义。活动中
小朋友们积极活跃的了解脸谱文
化，这必将有利于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 (李军)

感感受受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运河样板段工程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注销公告
冠县恒林二手车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525MA3C7ND66E)，经股东会
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为：许恒林、
黄洪娟，许恒林为清算组组长，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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