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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不少市民就公交问题提出诸多建议

增增加加公公交交数数量量 延延长长运运行行时时间间

1月6日，网友“我的丝雨天空”通
过新浪微博@齐鲁晚报今日聊城：为
了改善城市环境，缓解交通压力，我
建议在本市大力推广公共交通事
业。公共交通事业与市民息息相关，
增加公交车数量，开设新线路，延长
公交服务时间。从市区带动乡镇，提
高我市公共交通水平。

增加公交数量

延长服务时间

7日下午，K6路公交车缓缓驶入
公交站。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刘先生致电本报两会热线
8451234说，目前，市城区部分人
行道脏、烂、差、堵，根本没法走，
有的人行道还被划成了停车位，
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建议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都亲自走一走、看一
看。

比如，兴华路和向阳路路口、
卫育路路口的花池影响通行，建
议加以整改；东昌路、向阳路路口
的绿化带把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给阻断了，行人通行不方便，也该
管一管。

其实，解决人行道乱停车也
不难，只要留出2米的人行道，在
人行道两边都栽上一米的绿化
带，两头栽上隔离柱，车就开不进
去了，也畅通了。

刘先生希望政府部门要下大
力气提升城市品位，科学规划城
市建设，注意城市细节建设，让人
行道干净、平整、畅通、安全。

(王传胜 整理)

部分人行道
根本没法走

1月7日，本报记者就有
关公交车的话题，在街头随
机采访，市民反映最多的问
题也是公交车收车太早，希
望能延长时间。

市民张先生说，市区的
公交车能到晚上 7点的很
少，很多6点就收车了，下午
下班就得赶紧走，稍微耽误
点时间就没车可坐了。“咱
不要求向大城市那样到晚
上12点，最起码也得到八九
点吧？”

也有市民反映公交站
牌更新不及时的问题。市民
邹女士平时坐公交上下班，
她经常遇到一种现象：等了
半个多小时公交车还不来，
最后一打听才知道改线了，
太耽误事儿了！她往公交公
司打过多次电话，只说“改
线了”也没说以后如何解
决。这种事儿太多了，能不
能借鉴一下济南等城市，一
换线立即在站牌贴出更新
后的线路图。

市民于先生老家在江
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原东昌
府区)于集镇，至今未开通
公交车，虽然目前有新国线
的客车在跑，但时间点太不
准确，有时候等车需要一个
小时，尤其是冬天和夏天等
车，滋味很难受啊，建议早
日开通聊城到于集的公交
车。 本报记者 王瑞超

“下班后稍耽误，就赶不上公交了”

就市民和网友关心的
公交车问题，本报记者在两
会上采访发现，多位政协委
员提交了关于公交车问题
的提案。

政协委员王成哲说，随
着全市经济发展及城镇居
民人口的增加，私家车数量
呈井喷式增长，道路拥挤日
趋严重，在某些路段，高峰
时段拥挤相当严重，“开车
没有骑车快”将很快成为现
实写照。缓解道路交通阻塞
的重要出路在于大力发展
公交事业，并通过大力提升
公交服务水平，引导市民养
成乘坐公交出行的习惯。

王成哲说，雾霾天气越
来越多，跟城市车辆增加有
关。增加公交车辆及运营线

路，引导市民出行优先选择
公交，减少开车出行，也是
一种环保的有效方式。

目前，影响市民乘坐公
交车的最大原因是，车辆开
行不能守时，高峰时段陷入
乘车难题。根据实际情况，
在特殊路段设立公交专用
行驶区(特殊专用车辆也可
行驶，如救护车等)，以提升
公交速度。另外，根据乘车
人次统计，适时适度增加车
辆投入密度，缓解交通压
力。

民进聊城市委在提案
中提出，加快城市公共交通
建设，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和广大民众“出行难”问题
的有效途径。根据调研反
映，不少群众建议早班车提

前至6:00(冬季)，以方便学
生乘车上学，2路、6路、7路
等主线将最后一班运营时
间延迟到21:00或21:30。建
议优化公交路线和站点规
划，车次间隔要趋于合理，
科学安排开行时间。

民进聊城市委建议，按
照公交优先原则，在市区的
东昌路、柳园路、花园路等
主干道，特别是交通拥堵路
段设立公交专线并严格按
规则执行，保证公交线路在
高峰时期的畅通，真正让市
民感觉到公共交通的便利。
本报记者 张超 谢晓丽

建议2、6、7路等主线延迟到21:00或21:30

聊城两会开始了，您有什么
建议，欢迎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
的建议带上两会。

参与方式：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0635-8451234；本报将在官方
微博(新浪)设置一些话题供网友
讨论，网友也可发微博并@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发电子邮件至
357307429@qq.com。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为富民强区建设提供坚强有力司法保障
2013年以来，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牢牢把握司法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主线，凝神聚力狠抓

执法办案，全年共新收各类案件8841件，审执结9144件(含旧存)，涉诉标的额突破10亿元，圆满完成繁重艰巨的审判任务。案件质量效率持续向好，队伍和基础建设迈
出新的步伐，各项工作稳步提升，为富民强区建设和聊城跨越赶超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加强审判权监督制约，提升审判质效
加强审判管理，提高案件质

量。树立正确司法政绩观，遵循
司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抓管
理。积极推进审判规范管理，强
化关键环节管理，加强案件质量
监督评查。推进繁简分流，提高
司法效率。加强基础设施，提高
保障能力。新审判楼建设工程主

体全部完工，预计五一竣工。嘉
明法庭和郑家法庭分别于今年
年初和 8月投入使用。通过加强
过硬队伍建设，提升公正司法能
力。以整风精神抓作风，以务实
态 度 抓 学 习 ，以 铁 的 手 腕 抓 廉
政。自觉接受监督，有效改进法
院工作。

2014年区法院的基本工作思
路是，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和开
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切
实推进队伍建设、审判管理、司
法公开三大工程，重点抓好职业
能力提升、裁判文书规范、审判
质量提高、违规超审限治理、人
民陪审员倍增、严肃纪律作风、

强化司法保障七个重点，推进司
法民主，树立司法权威，提升司
法公信，维护公平正义，努力实
现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真正为富
民强区建设和聊城跨越赶超提
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为确保“二三七”工作思路落
实，我院还将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全力保障东融西借跨
越 赶 超 ；坚 持 司 法 为 民 根 本 宗
旨 ，切 实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合 法 权
益；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努力捍
卫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从严治警
方针，全面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王忠 孔艳 吴玉宽 李璇）

履行审判职能，提升服务发展实效
推进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

定。2013年，区法院共受理刑事案
件476件，审结463件。一是惩治严
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依法
严惩各类严重刑事犯罪265件。二
是依法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
犯罪18件，判处罪犯36人，推动反
腐败斗争的开展；惩处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犯罪24件，判处42人，净化
发展环境。三是坚守法律底线，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544名被
告人作出生效有罪判决；对具有自

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以及未
成年犯罪等依法从宽处理，判处管
制13人，适用缓刑238人，10人免于
刑事处罚。四是参与社会管理，促
进社会和谐。成立未成年罪犯帮教
基地，使其拥有重新回归社会的平
台。

强化司法保障，服务发展大
局。审结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商事纠纷案件3747件，同比增长
8%，涉案标的额6 . 9亿元。突出为
经济发展重点服务，助推金融次

中心建设，服务城乡统筹建设。加
强行政审判，注重行政相对人合
法权益保护，审结行政诉讼案件
1 7 4件，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1 0
件；支持行政机关正确履行社会
管理职能，审查执行行政决定90
件。加大执行力度，维护司法权
威，树立“让裁判有权威、让法律
有尊严”的执行理念，创新工作机
制，着力提高执行兑现率。执结案
件2 3 2 4件，执行兑现金额2 . 4亿
元。

坚持为民便民利民，提升司法公信力
完善便民诉讼服务措施。推进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实现诉讼服务
职能一体化、运行一站式和集约
化、规范化管理。统一立案标准，明
确立案条件，符合条件的当场立
案，减少当事人诉累。派驻法官到8
个乡镇办事处50个村居驻村工作，

至此，与之前已建立的人民法庭、
法官工作室、法官工作站相对接，
全面建立“1小时法官服务圈”，将
法律咨询、巡回审判、释法答疑、预
警联动等法律服务送到百姓家门
口。

加大民生权益保障力度。妥善

审理民事纠纷，审结各类民事案件
2346件。加强妇女、儿童、老人和残
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司法保护；坚
持权益保障与促进发展并重，注重
消费者、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合
法权益维护；妥善化解群体性纠
纷，建立案件风险评估机制，慎重

处理社会影响大、公众普遍关注的
群体性纠纷。

推进司法公开。加大裁判文书
评查力度，运用裁判文书纠错系
统，减少文书错误和瑕疵，依托数字
化审判管理平台，健全裁判文书网
评机制，实现对文书局域网公示和

全员点评。年底，区法院将150篇裁
判文书上传至互联网，提前迈出裁
判文书网上公开步伐。此外，还依托
信息化手段，建立庭审录播、电子卷
宗、流程信息管理、视频会议、数字
审委会、网络办公、科技法庭管理等
20余个司法公开支持系统。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院长 李新英

政法系统两会特刊宣传报道组 联系人：王主任 电话：1556350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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