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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城事

聊城市新一环路、二环路、高速外环路建设确定实施

三三条条路路全全按按一一级级路路以以上上标标准准规规划划
本报聊城9月28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27日，副市长任晓旺现场调度
城区外环路建设和棚户区改
造工作。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目前，聊城市新一环路、二环
路、高速外环路已确定实施。
外环路建设要按照城市一级
路以上的建设标准高起点建
设规划。

27日，副市长任晓旺现场

调度城区外环路建设和棚户
区改造工作。任晓旺指出，东
昌府区、高新区、开发区、南部
新区是聊城城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外环路建设和城中村
改造工作中，要密切配合，形
成合力。外环路建设要按照城
市一级路以上的建设标准高
起点规划建设，科学制定排
水、管线、绿化、亮化配套设施
健全的道路施工方案。

据介绍，聊城市将抓住当
前城镇化发展、双百城市建设
的有利机遇，以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为抓手，以
南部新区建设和聊茌东大三
角的结合建设为着力点，进一
步拉大城市框架，改善居住环
境，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
程。目前，聊城市新一外环路、
二环路、高速外环路已确定实
施，下一步，聊城市将考虑建

设城区三环路的建设方案。
任晓旺要求，11月底前，

要完成外环路的拆迁任务并
做好安置工作，11月底前要制
定详细的道路实施方案，要利
用今冬明春绿化时节，先进行
绿化移植，排水、管线等施工。
同时，要加大棚户区规划、拆
迁、建设步伐，加快安置房建
设速度，到2014年要解决南部
新区的供暖问题。

三部门联查节前文化市场

2200多多套套非非法法““小小锅锅盖盖””被被当当场场收收缴缴

本报聊城9月28日讯(记者
凌文秀) 27日下午，聊城集中

销毁1000多套非法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和非法“网络共
享”设备。据了解，这千余套非法
地面卫星接收设施是今年以来，
文化、工商等相关行政执法部门
多次突击检查了香江、铁塔、龙
山等批发市场以及部分乡镇集
市，依法查处和收缴的。

据了解，国务院129号令和
国家广电总局明确规定“任何
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安装和使
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近年来

聊城市出现了不少为牟利而非
法从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和非法“网络共享”设备的
销售安装人员，对聊城的卫星
电视广播传播秩序造成了不良
影响。对此，全市各级广电执法
人员和职能部门通力合作，根
据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通过
事先暗访调查、摸底调研等措
施，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把日常管理和集
中查处结合起来，并组成联合
执法队伍，先后多次突击检查
了香江、铁塔、龙山等批发市场

以及部分乡镇集市，依法查处
和收缴了一大批非法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非法“网
络共享”设备。

27日下午，几个职能部门
集中销毁各种类型的非法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非法

“网络共享”设备1000余套。文
化部门工作人员称，这次集中
销毁是对销售、安装、使用非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
非法“网络共享”设备行为的一
次震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

类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和非法‘网络共享’设备朝
着体积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
强的趋势发展，各种销售渠道
也呈现网络化、隐蔽化的趋势，
打击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文
化部门工作人员称，打击非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
非法“网络共享”设备工作虽然
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但他们
会继续抓好非法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和非法“网络共
享”设备和治理工作，净化广播
电视传播秩序。

本报聊城9月28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9月27日，文
化、工商、公安三部门联合
开展迎国庆文化市场集中
清查专项行动。在清查中，
当场收缴非法地面卫星接
收设施20余套，取缔游商地
摊1个。

2 7日，聊城市、东昌府
区两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牵头，会同公安、工商等
有 关 部 门 ，组 成 集 中 检 查
组，对聊城节前文化市场进
行突击大检查。集中检查组
先后对鲁西印务公司、山陕
会馆、八中附近书店、时空
网吧、铁塔市场等出版物印
刷企业、旅游景点、学校周
边进行了集中清查。

在清查中，检查组在铁
塔市场发现个别摊贩摊贩
违规销售非法地面卫星接
收设施，现场收缴2 0余套。
在城区一所中学附近，沿街
有商贩摆书摊，其中亦有部
分盗版书，检查组收缴了部
分盗版书，并规劝书摊摊主
寻找正规店面、办理正规营
业执照，依法销售书籍，并
杜绝再销售盗版书籍。城区
一景点内，也发现销售迷信
等书籍，均予以警告。

检查中，还发现部分商
贩违规销售盗版光碟，检查
组均予以没收。

与以往检查不同的是，
本次检查中，在网吧未发现
未成年人，“一个是现在还
没 放 假 ，未 成 年 人 还 在 上

学；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化等
部门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
严厉查处取得了效果。”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

“国庆节前，主要对出版
物市场、网吧等娱乐场所进
行检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工作人员介绍，对于出
版物市场，主要检查旅游景
点、繁华地段、出版物集中经
营场所、有书刊印刷能力的
印刷企业、学校周边的书刊
摊点等。同时，严厉打击各类
违禁出版物、淫秽色情出版
物和有害信息，严厉打击地
下非法印制、批销窝点，严厉
打击不法游商地摊，加大对
旅游景点的巡查力度。

“还要加强对中小学教
辅材料出版发行的监管，坚
决杜绝在印刷、发行环节上
的违规问题，对发现的违规
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市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介绍，网吧、娱乐场所等文化
经营单位，也是检查重点，尤
其重点打击违规接纳未成年
人进入现象，通过专项治理
使文化环境得到净化，有效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据了解，在今后的一段
时期，尤其是国庆期间，全
市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将加强日常监管，坚持

“市场天天查”，对辖区内文
化经营单位和出版物市场
进行逐一排查，营造一个良
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集中销毁千余套非法卫星信号接收设施

相关链接

检查组成员清点收缴的非法地面卫星接收设施。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本报聊城9月28日讯(记者 张
召旭) 再有一周左右，新鲜的红富
士就要开始上市了。本报与栖霞市
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爱心苹果红
齐鲁”活动也进行得很是热闹，不少
市民纷纷订购苹果。如果您想要尝
鲜，赶紧联系我们订购吧！

本报推出的“爱心苹果”全部选
用80级别(直径80mm)以上的优质
苹果，由烟台最有名的苹果产地—
栖霞市蛇窝泊镇产地直供。

此次活动推出的爱心苹果，共
分为10斤装、20斤装以及4个苹果的
礼盒装。其中共有3种级别：85级别
(直径85mm)每箱5公斤，80元；90级
别(直径90mm)每箱4个，40元；一二
级混合(直径80mm及以上)每箱10
公斤，120元。

“汇聚1元爱心基金，给需要帮
助的人一份希望。”在活动中，市民
每购买一箱苹果，我们就会捐出一
元爱心基金，用于公益事业，给需要
帮助的人燃起一盏温暖的幸福灯。

为了让市民在给外地亲朋邮寄
时减少成本，本报联合顺丰、韵达等
快递公司，降低运送环节费用，待红
富士上市时，将以最优惠的价格为
市民进行投递。

市民或团体可通过以下方式进
行订购：

1 .电话订购：0635-8277092
2 . 淘 宝 网 店 h t t p ：/ /

shop106287839 .taobao.com/
3 .上门订购：兴华西路93号古

楼办事处二楼

红富士士将上市

想尝鲜抓紧了

本报聊城9月28日讯(记者 张
超)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聊城城区前期挂牌出让的6幅商住
用地9月下旬陆续摘牌，据了解，6幅
地块面积共计26公顷，其中4幅位于
经济开发区，1幅位于市区，1幅位于
嘉明片区。

其中，经济开发区2013--12A
#、2013--12B#地块位于长江路
南、中华路西共计10 . 1422公顷，由
卓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 . 3312
亿元摘得。该项目与其西侧为金柱·
大学城东苑、裕昌·大学城，为高新
区仅有的三个住宅项目，规划有小
高层、高层，主要面向刚需客户，体
量都是40万平方米左右。

经济开发区的2013--72#地
块、2013--73#地块位于东环路东、
滦河路北，共计6 . 211公顷，由江北
水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0 . 616
亿元摘得。目前，项目处于拆迁阶
段，规划将于近期确定。

2013--58#地块位于周公河
北、运通路西，共计7 . 9043公顷，由
聊城艾科置业有限公司以6435万元
摘得。2010--02#地块位于嘉明经
济开发区京济路北、站前街东，共计
2 . 019公顷，由东阿恒信集团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1272万元摘得。目
前片区内的居住氛围日益浓厚，各
项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

六大商住地块

相继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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