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聊城市中心支行、聊城银监分
局的工作部署，为深入开展“金
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
家”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
融好网民”宣传活动，威海市商
业银行聊城分行高度重视、积
极响应，采取多种形式推送普
及金融知识，确保活动取得良
好效果，营造健康、绿色、和谐
的金融服务环境。

以微信宣传为平台，开展
知识推送

近期，威海市商业银行聊
城分行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
朋友圈、发送短信，不定时向客
户、群众推送“金融小常识”，持
续创新金融知识普及方式，吸
引在校学生、中老年人及时通
过手机、微信获取金融知识，提
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截至目
前，共向客户发送短信1600余

条，微信推送3期，微信转发量
达200余次。

以外拓营销为渠道，拓展
普及范围

为拓宽金融知识普及范
围，威海市商业银行聊城分行宣
讲小分队结合每日外拓营销，走
进周边社区、商铺、超市开展金
融知识普及活动。通过非法集
资、假币危害、电信欺诈、高利率
产品吸引等真实案例向老年群
体、商铺店主讲解如何防范非法
集资、电信诈骗，合理正确购买
理财产品，维护自身消费权益。
此次活动，得到了周边群众的大
力支持与鼓励，并就日常生活中
极易遇到的金融问题进行咨询，
聊城分行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了
相关问题。

以深入基层为抓手，营造
良好氛围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

中心支行、聊城银监分局工作
部署，威海市商业银行聊城分
行以“五进”基层为抓手，深入
学校、社区、企业、商圈、农村开
展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让
金融知识深入人心，充分营造
影响广泛、人人参与的良好活
动氛围。

以网点宣传为根本，提高
宣教功能

自成立以来，威海市商业
银行聊城分行始终保持“单一
网点精致服务，多渠道深入营
销”，持续提高经营服务水平，
以网点宣传为根本，努力提高
金融知识宣教功能。9月份，威
海市商业银行聊城分行第一时
间通过门头LED屏、厅堂电视、
张贴海报、展板等方式宣传推
广“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
识进万家”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门头

LED屏24小时播放宣传口号，
厅堂内不间断播放金融知识进
万家公益视频。同时，在厅堂内
设立金融知识普及专区，设置
金融知识普及展架，摆放金融
知识宣传折页。分行大堂经理、
柜面人员及时向前来办理业务
的客户宣讲普及金融知识，取
得了良好活动效果。

今后，威海市商业银行聊
城分行将建立金融知识普及长
效工作机制，认真开展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坚持扎根
区域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扎实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为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齐琳)

威威海海市市商商业业银银行行聊聊城城分分行行多多形形式式开开展展金金融融知知识识““乐乐推推送送””活活动动

本报聊城 9月 1 9日讯
(记者 李怀磊 ) 园林苗
木行业“大伽”齐聚水城，
共 话 产 业 发 展 机 遇 与 挑
战，近日，第四届绿化行业
协会联盟会议暨鲁西苗木
高 峰 论 坛 在 聊 城 成 功 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业内
专家齐聚水城，以探讨苗
木行业发展趋势、分享推
广经验技术、推进苗木标
准化制定等主题展开广泛
学习交流。此次大会立足
鲁西，面向整个北方乃至
全国，取得了圆满成功。鲁
西苗木高峰论坛由聊城市
林木种苗花卉协会主办，

冠县苗木科技技术协会承
办。聊城市政府副市长任
晓旺出席论坛并致辞。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长期以来，聊城高度重视
林木种苗产业的建设和发
展，始终坚持科技兴林战
略，与北京林业大学、山东
农业大学、省林科院等科
研 院 建 立 了 长 期 合 作 关
系，承担了若干国家级、省
级科研项目，示范推广了
一大批科研成果，种苗科
技含量显著提高，产业效
益和生态效益凸显。据介
绍，聊城目前拥有全国最
大的毛白杨种质资源库，

形成了全国最大的无絮毛
白杨育苗基地，聊城目前还
有高档海棠苗木基地———
中华海棠园，收集、开发海
棠197个品种，逐步形成全
国海棠苗木交易中心。聊城
还有聊红槐特色苗木基地，
这是全国8000多种树中唯
一以城市名称命名的新品
种，该品种是聊城大学邱艳
昌教授等用多年心血研发
出的成果，目前已经被评
为聊城市树。

据介绍，自聊城启动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以来，大力
实施增绿工程，给全市苗木
花卉行业带来极大发展空

间。截至目前，全市苗木和
花卉产业面积达到近30万
亩，约为全省的十分之一，
林木种苗特色品种丰富，地
位凸显，成为山东西部、冀
鲁豫三省交界重要的苗木
生产基地和苗木集散地。

据介绍，在两天的会
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绿
化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大
型花木生产企业、园林工
程规划设计单位、花卉协
会等相关专家及负责人就
新形势下的苗木市场需求
变化，苗木行业的最新发
展动态趋势等主题展开深
入剖析讲解交流。

第四届绿化行业协会联盟会议暨鲁西苗木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大大咖咖””齐齐聚聚水水城城共共话话行行业业发发展展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杨
一 吕慧鑫 张垚 )9月18
日，阳谷县人民检察院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阳谷县检察院已批准逮捕
涉黑恶犯罪案件9件13人，1
件1人已被提起公诉；提前
介入涉黑涉恶刑事案件 3
件，提出完善侦查取证的具
体意见35条，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阶段成果。

发布会上，阳谷县人民
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
长孟庆存介绍，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阳谷县检察院坚持
依法从重从快，严格把好事
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
律适用关，细致审查、深入
分析，做到不枉不纵，确保
打准、打狠、打出声威和实
效，决不在检察环节贻误战
机，把每起案件都办成铁
案，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

验。
目前，阳谷县检察院组

建专门检察官办案团队，
按 照“ 打 早 打 小 、露 头 就
打”的要求，对涉黑恶案件
从快审查、从严打击，批准
逮捕涉黑恶犯罪案件 9件
13人，1件1人已被提起公
诉。主动介入黑恶犯罪案
件侦查，有针对性地引导
侦查机关调查取证，完善
证据链条，目前共提前介
入涉黑涉恶刑事案件3件，
提出完善侦查取证的具体
意见35条。

阳谷县人民检察院对
近五年来寻衅滋事类案的
办理情况进行专门调研，就
执法不规范问题发出检察
建议1份，得到及时回复和
切实整改；积极受理来信来
访、全面开展线索排查，发
现或受理举报线索14件，均
及时转相关部门办理并全
程跟踪。

阳谷县人民检察院通

过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告黑
恶势力犯罪分子，必须悬崖
勒马、马上停止一切违法犯
罪活动并投案自首；对仍然
执迷不悟、企图逃避法律制
裁的，将依法严惩不贷；对
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
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

居乐业。要打赢这场硬仗，
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的参与和支持。为此，阳
谷县人民检察院向社会公
布举报电话：12309、0635-
3012122，希望市民积极揭
发检举涉黑涉恶犯罪及“保
护伞”行为。检察机关将严
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
信息和安全。

阳谷县人民检察院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99件件涉涉黑黑涉涉恶恶案案件件1133人人被被批批捕捕

阳谷县人民检察院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本报记者 李怀磊 摄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陈光艳 邹林) 9
月19日，记者从聊城汽车西站获悉，
中秋节小长假的汽车票已经开始预
售。从预售票的情况来看，淄博、滨
州、潍坊、东营都是热门线路，客流
高峰预计会出现在9月22日、23日、
24日前后。

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中秋节
的旅客以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中秋
小假期，时间短，客流主要以省内线
路为主，去往东营、滨州、潍坊、曲
阜、淄博、泰安、济南等方向。同时探
亲流返程、秋收返乡和学生流互相
叠加，也让车站客流比日常明显增
加。

据工作人员介绍，汽车西站将
严格安检标准，落实各个环节的工
作流程。同时为应对高峰客流， 开
启全部售票窗口，并安排多名专职
引导员现场帮助旅客采用网上购
票、自助购票、微信购票等方式，快
速购票，提前备足加班车辆，随时充
实到热点线路，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面对到来的中秋节客流高峰，
聊城汽车西站特别提醒市民，除了
在西站人工售票窗口及自助售票机
处现场购票外，还可通过携程网、微
信公众号等多种购票途径，购买聊
城汽车站任一线路客票，节省宝贵
的出行时间，网络购票后要提前换
取纸质车票。微信购票可凭二维码
直接检票乘车。同时告知广大旅客，
最好选择提前预购车票，以免因客
流高峰延误行程。

此外，聊城汽车西站新增加一
班聊城西站至梁山的客运班线，在
聊城汽车西站11号检票口，发车时
间是上午11：00，车次LS010次，途经
站点：银山、高老张，票价37元。准备
出行的旅客可提前拨打客服热线
96596了解客票情况。

聊城汽车西站将迎

中秋节客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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