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脉”党风廉政建设，“会诊”公安交管工作

公公安安交交警警党党风风廉廉政政建建设设分分析析会会召召开开

7月16日，聊城大学商学院社会
实践队来到书店采访到一些正在写
作业的孩子。了解过后队员总结到，
大部分的孩子在假期都有各种辅导
班、特长班，这也是家长所谓的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直观表现。
而对于学校过多的家庭作业和家长
擅自决定的辅导班，孩子们只能习
惯并顺从了这样“充实”的童年生
活。文化成绩固然重要，但开放性思
路和动手实践能力更是孩子成才不
可缺少的因素，在孩子的童年生活
中多放手给他们一片碧海蓝天。

(刘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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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人们的爱国意识，建
设社会主义荣辱观。聊城大学历史
文化与旅游学院近日走进烈士纪念
馆，举办主题为“勿忘国耻，振兴中
华”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采
访游客对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历史
见解，他们纷纷表示，国耻不可忘。
紧接着，志愿者利用制作的拼图道
具，考查游客对战争时期土地割据
的了解情况。本次活动圆满结束，不
仅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战
争的了解，而且增强了人们的爱国
意识，促进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
设。 (王文宇)

近近日日，，聊聊城城大大学学政政治治与与公公共共管管
理理学学院院乐乐承承乐乐献献文文化化艺艺术术服服务务队队
的的志志愿愿者者们们在在聊聊城城市市古古城城举举办办了了

““品品味味茶茶韵韵味味，，探探寻寻茶茶文文化化””的的活活
动动。。通通过过解解说说员员的的热热心心讲讲解解，，同同学学
们们了了解解，，学学习习了了茶茶文文化化起起源源发发展展的的
知知识识，，认认识识到到了了茶茶文文化化的的价价值值，，有有
利利于于茶茶文文化化的的传传承承与与弘弘扬扬。。

((杨杨文文静静 刘刘奇奇佳佳))

暑暑期期教教育育调调查查

探探寻寻茶茶文文化化

增增强强爱爱国国意意识识

本报聊城8月8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延涛) 8
月7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召
开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会，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
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市纪委十
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和市局党委
部署要求，分析党风廉政建设
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存在的风险
短板，对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进行安排部署。市局党委
委员、交巡警支队党委书记、支
队长刘占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纪委驻公安局纪检组副组长
王广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刘占军同志要求，全
市公安交警要把大势、谋长远、
抓关键、求突破，紧盯风险点、
聚焦防控点、锁定关键点，进一

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公安
交管工作争先进位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证，全力服务全市重大
战略实施和公安工作大局。要
咬紧风险防控不放松。要深刻
认识面临的路面执法失范失
序、事故处理粗糙瑕疵、车驾管
服务能力不足、信息管理失密
泄密、群众诉求回应不力、纠正

“四风”不紧不严等“六大风
险”，深刻剖析“两个责任”落实
不到位、党的建设弱化、权力运
行缺乏监督制约、民警辅警个
人缺乏自律等“四个根源”，坚
决彻底整改突出问题。要压实
两个责任，聚焦正风肃纪不停
步。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和班子成员要强化“两个责任”
意识，把从严治党管警作为首
要职责，逐级压实责任，严格履

行“一岗双责”，持续深化“四
风”整治，抓好巡察结果转化运
用，严格落实报备制度，切实把
从严管党治警责任落到实处。
要加强组织建设，推进固本培
元不松劲。要着力加强基层党
建、完善制度机制、增强执纪本
领，做到党建、纪检和业务同部
署、同落实、同考核，推行权力
清单制度，加强对重点岗位、关
键环节的风险防控和管理约
束，强化教育培训，提升队伍整
体素质。

王广记同志充分肯定了
交巡警支队2018年上半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反馈了上半年
报备检查情况，强调把从严治
党的要求落实到位，高度重视
报备工作，深化“四风”整治，发
挥好职能部门监督作用，严肃

责任追究，切实抓好巡察整改
成果转化，真正把成果转化到
维护群众切实利益、确保社会
和谐稳定上来。

会议通报了2018年上半年
全市公安交警党风廉政建设形

势分析情况，4名一线民警、支
队班子成员分别发言。高速支
队有关负责同志，交警支队各
科所队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基层
领导骨干、民警代表140多人参
加会议。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会。

本报聊城8月8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郭
晓敏 实习生 王安宁
魏欣) 记者从聊城市旅发
委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聊城市旅发委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明确相
关工作职责，多措并举推进
旅游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积极构建良好的旅
游发展环境，加快旅游业发
展。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旅
发委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及时召开局党组会
议，传达学习了《聊城市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工 作 方
案》，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
议深入阐述了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要

求全市旅游系统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作今后
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摆上主要日
程，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抓
好落实，确保工作成效。成
立了由刘光辉主任任组长
的市旅发委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安排部署、统筹协调等工
作，并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办
公室，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扎实深入开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组织保障。

市旅发委还结合暑期
利剑行动对非法经营旅行
社业务特别是非旅游企业
和个人利用户外俱乐部、
社区社团或网络平台、微
信等方式组织旅游活动的

违 法 行 为 ，联 合 工 商 、网
信、工信等相关部门进行
整治，将发现的涉黑线索
向公安部门移交，推动列
入“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内
容。同时，突出“将扫除黑
恶势力与净化旅游市场环
境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
旅游市场检查力度，对旅
游行业出现的欺行霸市、
欺客宰客、强买强卖、殴打
辱骂游客等现象，或存在
不合理低价游、非法旅游
购物点等违法行为发现一
起 、查 处 一 起 ”等 工 作 重
点。统筹安排全市旅游系
统扫黑除专项斗争，力争
通过3年时间的努力，确保
全市旅游系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旅
游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

旅游综合监管水平进一步
提高。

强化监督检查，进行线
索排查。市旅发委坚持深
入基层开展线索摸排，坚
决 铲 除 旅 游 行 业 内 部 蛀
虫，所有涉旅企业不得通
过寻求“保护伞”而非法从
事旅游业务，所有充当“保
护伞”和因受到“保护”而
非法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
和个人，都将受到旅游执
法部门的从严从重处理，
市旅发委还将利用重点节
假日，对景区、旅行社等行
业领域开展检查，重点检
查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
买强卖等违法行为，对发
现的线索及时移将交公安
部门，推动全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扎实推进全市旅游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聊聊城城积积极极构构建建良良好好旅旅游游发发展展环环境境

本报聊城8月8日讯 (记
者 张超 ) 8日，记者从

“ 1 2 3 4 5”市长热线获悉，
2018年以来，聊城银监分局
积极开展金融扶贫工作。截
至6月末，聊城辖区银行业富
民农户贷239户，累计惠及贫
困人口3752人，较年初增长
11 . 83%；富民生产贷385户，
累计带动贫困人口18106人，
较年初增长17 . 01%。

据了解，聊城银监分局
积极推动各项扶贫政策落
实。指导辖区银行业金融机
构立足自身定位，加大扶贫
资金投入，完善工作机制和
服务政策。上半年先后在贫
困乡镇、社区批设村镇银行
分支机构6家。同时，积极引
导推动银行机构与市、各县
区扶贫部门、财政部门沟通
对接，发挥联动作用。引导
创新扶贫信贷模式，积极指
导辖区银行业持续加大对
贫困人群的信贷支持，进一
步提高信贷扶贫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提升金融服务经
济的能力，做贫困人口发家
致富的坚强后盾。因地制
宜，指导辖区银行机构因地
制宜，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
合，配套相应扶贫信贷产
品，积极支持产业扶贫。

截至6月末，聊城辖区
小微考核口径下(会管银行)
小微贷款余额为61 . 5 3亿
元，较年初增加4 . 77亿元，
信贷计划完成率117 . 69%；
法人机构考核口径下小微
贷款余额108 . 58亿元，贷款
户数3 . 2万户，整体完成“两
增一控”的考核指标。

同时，督促银行机构根
据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特
点和授信风险特征，制定单
独的授信审批和业务管理
制度，设立信贷审批绿色通
道，提高业务办理效率。推
动银政企深度融合，联合政
府部门和银行机构共同走
访辖区小微企业，组织举办
银行信贷产品展示集市，健

全小微金融服务机制。发挥
税务机关与银行机构间的

“传导中枢”作用，积极推动
聊城市银行业与税务部门
建立银税合作联席会议机
制，专题研究辖区银税合作
工作的推动开展。

进一步加强与税务部
门的联系和协商，探索制定

了《银税合作协议》。落实利
率定价，优化小微企业融资
环境。引导银行机构切实落
实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定价
要求，强化对小微贷款综合
成本的督导和监测分析，加
大尽职免责和无还本续贷
的政策落实力度。健全体
系，提升小微服务便利度。

聊聊城城银银监监分分局局积积极极开开展展金金融融扶扶贫贫
创新扶贫信贷模式，持续加大对贫困人群的信贷支持

聊城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志国做客“12345”市长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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