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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牡丹丹区区召召开开安安委委会会成成员员单单位位扩扩大大会会议议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通
讯员 孙明金) 9月10日，
牡丹区召开安委会成员单位
扩大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全
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精神，
部署安排工作。各镇街及区
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
加会议，区领导张泽中、张红
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深刻汲取曹县“8 . 3 1”事
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

“大快严”行动，严格督导检
查，持续推进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记者
崔如坤) 10日，菏泽市电动

车整治新闻媒体座谈会在市政
府第三会议室召开。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会上获悉，9月16
日至今年年底，电动车整治行
动进入攻坚阶段，而二轮电动
车免费登记编号截止日期也将
由原来的10月31日延长至今年
底。

10日下午,菏泽市电动车
整治新闻媒体座谈会召开。记
者从会议上获悉，8月1日，菏泽
市政府召开十项整治动员大会
以来，电动车整治行动正在扎
实、稳妥推进。8月1日至9月15
日，各级政府、各部门广泛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深入
到城区所有学校、深入社区走

家进户，群众的知晓率、关注率
达到90%以上，大多数群众对
电动车整治表示支持。

菏泽邮政部门对各快递运
输公司进行督导检查，9月16日
前市区快递运输的1013辆电动
三轮车将全部淘汰，更换为在
国家工信目录内的达标运输专
用车辆。

在治理不达标电动车的同
时，对电动二轮车有序开展免
费登记编号工作。登记编号工
作初期，菏泽交警部门在市区
规划设置了15处登记点，为减
少交通拥堵，后来优化为5处大
型登记点，最大限度简化登记
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并逐一到
各社区、小区、单位等进行上门
登记服务。

据介绍，截至9月9日，共发
放二轮电动车登记编号12 . 5
万余副，近期每天以1万辆的速
度增加。下一步，为进一步做好
二轮电动车登记编号工作，交
警部门将进一步提高编号的制
作数量，加强上门登记服务，并
且将免费登记编号时间延长至
年底，广大群众可以随时到服
务点也可以联系交警部门上门
登记编号。此外，为二轮电动车
免费登记编号截止日期将由原
来的10月31日延长至今年底。

据了解，9月16日至今年年
底，菏泽电动车整治行动进入
攻坚阶段，对不达标电动车限
行，并逐步扩大限行区域，对非
法生产、销售不达标电动车企
业和网点全部清理。自16日开
始，菏泽将抽调500名警力上
路，做好不达标电动车违反规
定行驶的查处工作。

菏泽召开电动车整治新闻媒体座谈会

二二轮轮电电车车免免费费““上上牌牌””延延长长至至今今年年底底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记者
邢孟) 作为纵贯菏泽城区

的南北大动脉，牡丹路综合改
造工程的进度一直备受菏泽市
民的关注。10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住建局获
悉，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施工，
牡丹路综合改造工程又有重大
进展，长江路牡丹路口快车道
开始通行。

牡丹路综合改造工程是菏
泽市标志性道路工程，是城市
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
全长11 . 4公里，宽50米，主要

包括提升快车道，新建慢车道、
人行道、雨水板涵及牡丹路环
堤河桥，配套建设地下管网和
城市家具建设工程等。

10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菏泽市住建局获悉，经
过提前谋划，精心组织，科学施
工全力推进，牡丹路综合改造
工程进展迅速。目前，长江路与
牡丹路交叉路口快车道已经清
理完毕，开始通行。此前赶在中
小学开学前，施工人员用时75
天完成了北外环至大学路段道
路的提升改造，黄河路至中华

路段西侧慢车道、人行道及全
幅快车道施工，保证了开学后
的道路通行顺畅。此外，独立营
南墙至黄河路段正在施工两侧
地下管网，预计10月15日前全
部完成；黄河路至中华路段东
侧正在施工电力管道，预计10
月15日前全部完成；长江路至
漓江路段正在施工两侧地下管
网，预计10月15日前基本完成
快车道和西侧慢车道、人行道
施工，除牡丹路环堤河桥及牡
丹路南段雨水板涵外，11月30
日前全部完成。

长长江江路路牡牡丹丹路路口口快快车车道道开开始始通通行行
牡丹路综合改造工程又有新进展

用用语语言言描描绘绘未未来来 用用声声音音传传递递希希望望
郓郓城城农农商商银银行行举举办办普普通通话话演演讲讲比比赛赛

本报郓城9月10日讯(通
讯员 冯为国) 为推广普
通话，增强员工自觉在金融
服务过程中讲普通话意识，
切实提升整体普通话应用水
平，8月29日，郓城农商银行
成功举办普通话演讲比赛，
邀请郓城电视台播音专业老
师王中庆、尹阳作评委，党委
成员、行长曹磊主持，全县
143名该行员工参加了会议。

赛前，曹磊指出：语言
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可以
增进客户交流和往来，增强
金融消费者的黏稠度，充分
体现柜员综合业务素养，展
示优雅纯洁健康的语言更
是个人修养的重要部分，员
工要认真推广普通话，自觉

讲普通话，达到“要我讲”向
“我要讲”的竞赛目的，切实
提升农商银行的社会公众
形象。

这次比赛，38名参赛选
手精心选题，或自创、或分
享，以唱响“忠诚、担当、奉
献”主旋律为主题，认真撰写
演讲稿，反映出新时代新征
程新动态中，农商银行员工
的新气势新风采新气质，展
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全场比赛，高潮迭起，精
彩纷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美妙的视听盛宴。比赛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
过现场评分，直接公布，本次
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
等奖4名、三等奖6名。

9月3日，由腾讯视频、腾讯
时尚联合出品，安利雅姿独家
冠名的中国首档“偶像剧式”美
妆综艺秀《口红王子》在京举办
开播发布会。

安利大中华市场及公共事
务副总裁刘明雄、安利中国北
京/天津/石家庄/哈尔滨片区
总经理翟明翯、安利中国美容
和个人护理产品管理总监欧伟
筠及腾讯视频时尚生活中心总
监江浩、腾讯视频商业化负责
人王慧臣、腾讯公司OMG事业
部快消中心全国负责人施赛
飞、腾讯公司OMG事业部行业

总监金苔受邀出席。
雅姿彩妆大师，中国著名

美妆专家唐毅老师、《口红王
子》化心男团成员戴景耀也悉
数亮相，与在场嘉宾粉丝媒体
共同交流。随着高甜王子戴景
耀的出场，发布会现场的气氛
达到了高潮，现场的互动活动
更是让到场的8位幸运粉丝心
动不已！

9月3日不仅仅是《口红王
子》心动发布会的日子，同时也
是《口红王子》独家冠名商安利
雅姿气色锁水面膜仙活上市的
大日子！雅姿气色锁水面膜的

上市仪式也已在发布会上正式
启动。

“仙草锁水，焕活元气”，作
为王子公主都爱的安利雅姿气
色锁水面膜系列当然有很多大
家“欲罢不能”的心动之处啦。

安利ARTISTRY雅姿作
为引领尖端科技、研发先进美
容解决方案的品牌，以产品效
果为衡量品牌价值的基准，此
次全新推出的雅姿气色锁水面
膜内特别添加了由安利植物研
发中心严选，萃取自珍稀兰科，
与铁皮石斛一起被誉为“九大
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精华提

取物。
野生金钗石斛是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生长环境十分苛刻，
因其表面有着一层独特的保湿
成分，因此有着长久的保湿功
效。由于被金钗石斛的自然功效
深深吸引，安利植物研发中心，
一直致力于研究最合适的方法
来培育金钗石斛。经过不懈努
力，终于寻觅到了既能有效运用
金钗石斛的功效，又能保护野生
石斛不遭到人为的采摘破坏的
种植方法—仿野生种植法。

从苗圃栽种金钗石斛幼
苗，再到移植野外分别种植，前

后耗时8年，才能采收少量优质
的金钗石斛，作为成分使用。

因此，添加了金钗石斛精
粹的雅姿气色锁水面膜具有保
湿、锁水、抗氧化的功能，使用
面膜后，肌肤能够变得水润，让
你由内而外的透出好气色！

据悉，9月3日起，雅姿气色
锁水面膜系列在安利云购平台
正式开售！想和安利雅姿独家
冠名的《口红王子》第一季中的
王子公主们一样拥有嫩滑美肌
嘛？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王子公
主都安利的雅姿气色锁水面膜
系列。

雅雅姿姿气气色色锁锁水水面面膜膜99月月33日日心心动动上上市市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记者
邢孟) 8日上午，丹阳街道

办事处都庄社区的文化广场
上十分热闹，一辆辆超标的电
动三轮车、四轮车排成一排等
待登记，这些电动车的主人也
都在排队签订承诺书。

原来，丹阳街道办事处
都庄社区为切实推进“十项
整治行动”，让居民们主动、
自愿处理家中的超标电动
车，特推出奖励政策：居民自
行处理超标电动车，并承诺
以后不再存放、驾乘超标电
动车，即可得到社区奖励的
全新“捷安特”自行车一辆。

当天上午就有50多名居民处
置了家中的电动车，领取了
全新的“捷安特”自行车。

“前天，我把家里的一辆
电动三轮和一辆四轮车都送
给了家在吕陵农村的外甥。
要求群众做的，党员必须走
在前面，我们社区班子两委
成员全部自行处置了家中的

‘超标’电动车”。丹阳街道办
事处都庄社区党支部书记王
东洋说道。据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社区出资首批购
买了200辆市场价值700元左
右的全新自行车，用于奖励
居民。

格延伸阅读

居居民民主主动动处处置置超超标标电电动动车车
社社区区奖奖励励一一辆辆自自行行车车

长长江江路路牡牡丹丹路路口口快快车车道道开开始始通通车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邢邢孟孟 摄摄长江路牡丹路口快车道开始通车。 本报记者 邢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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