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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街镇

东东有有““鱼鱼米米之之乡乡””西西有有休休闲闲采采摘摘
济阳美丽乡村建设正式启动，今年建20个县级示范村

智障女被卡墙缝

民警救其出困境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雷鹏) 4月12日8时许，孙
耿派出所接到唐家村一村民报警
称，一名智障女子被卡在两堵墙中
间的夹缝中。

接到报警后，孙耿派出所值班
民警赵中华赶到现场。在唐家村一处
废弃的宅院，发现一名蓬头垢面的女
子被卡在两堵墙中间的夹缝中。

由于该女子有智障，根本不配
合民警的救援。无奈之下，民警只好
向消防队求助。在派出所民警与消
防队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该女
子救出。

民警通过全国人口信息系统，
查得该女子是齐河县表白寺镇小聂
村人。随后，民警通过表白寺派出所
与其家人取得联系。12日10时许，智
障女的丈夫牛某来到孙耿派出所，
当见到走失多日的妻子时，牛某对
民警的热心救助深表感谢。

豆浆机故障频出

消协调解退货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员 曲玲玲) 近日，消费者韩女
士在济阳某商场购买一台品牌豆浆
机，却故障频出。要求退机时，商家以
各种理由进行推托，无奈之下韩女士
请求济阳县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消
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过调解，
最终商家同意给韩女士退货。

韩女士将豆浆机拿回家后，发
现豆浆机频出故障，无法正常使用。
她认为豆浆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要求商家退货。商家负责人则以各
种理由推托，坚持不予退机，经过多
次沟通未果，无奈之下韩女士请求
消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消协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
即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向双方了解
了详细情况，经调查韩女士反映情
况属实，豆浆机确实存在不能正常
工作的问题。

“作为经营者应该诚实守信，依
法经营，应当销售合格优质产品，这
既是依法履行自己保证产品质量的
义务，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和
保护。”消协相关负责人说，当遇到
消费者投诉时，经营者应尽职尽责，
热情为消费者服务、解决消费者的
问题，而不是再三推诿，不愿意承担
自己应尽的义务。

经工作人员耐心说服、调解，最
终商家同意给韩女士退货，韩女士
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济阳镇八里村。 济阳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近日，济阳县美丽乡村建设正式启动，并成立专门的美丽乡村建设联系委员会进行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据了解，本次美丽乡村建设活动由济阳县县委、县政府牵头，30余家单位成为本次
活动的参与者。济阳县美丽乡村建设联系委员会(以下简称“美丽乡村联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严格按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评定标准进行严格、全面的把关。

“2014年-2015年，重点
组织实施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每年创建20个县级示范
村。”美丽乡村联委会相关负
责人说，还将选择80个保留
村，按美丽乡村建设标准，由
镇(街道)打造，并作为下一
年度市、县两级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的储备。

“到2015年年底，所有已
建农村新型社区和30%以上
的保留村要达到美丽乡村建
设标准，到2020年年底，全县
新建农村新型社区和80%以
上的保留村要达到美丽乡村
建设标准。”相关负责人说，
对全县所有村庄进行摸底调

查以后，在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的基础上，初步规划了全
县美丽乡村建设四大片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东部片区紧靠黄河，又是济
阳县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原
有水塘沟渠较多，因此通过
对这些水塘沟渠进行改造提
升，种藕养鱼，突出“鱼米之
乡”的传统记忆特色。南部片
区对崔寨镇、孙耿镇经济条
件较好的村庄进行旧村改
造，结合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工程以及承接济南北跨的
总体规划，逐步把该区域建
设成水平较高的新型现代
化 农 村 。北 部 片 区 的 曲 堤

镇、仁风镇以及新市镇是济
阳县高温蔬菜大棚聚集区，
努力打造曲堤黄瓜、仁风富
硒西瓜、垛石樱桃西红柿等
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业特色
品牌。西部片区的太平镇，
拱棚西瓜种植面积很大，春
夏有瓜、秋冬有菜，将突出
该区域的休闲采摘、旅游品
牌特色。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逐步完善交通、
商业、生活等设施建设。”相
关负责人说，济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在联
系专业规划设计院起草制定
全县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本报记者 杨擎

今年将创建20个县级示范村

30余家单位成乡村建设参与者

据悉，自2013年11月开
始，美丽乡村联委会组织济
阳县县委办、济阳县县府办、
济阳县县委农办、济阳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济阳县农业局、济阳县城管
执法局等单位，利用一个半
月的时间，对美丽乡村建设
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细致的调研，并广
泛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
最终，根据《全县美丽乡村建
设意见》详细制定了《实施方
案》，明确了美丽乡村建设的
任务目标。

“结合济阳县的实际，我
们将着力勾画‘四美’幸福美
好家园。”美丽乡村联委会相

关负责人说，所谓“四美”是
指：规划科学布局美、村容整
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
乡村文明身心美。

据了解，要达到这“四
美”可不容易。此次美丽乡村
建设由济阳县县委、县政府
牵头，30余家单位成为本次
建设的参与者。

“完善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体系，需要县、镇(街道)、
村三级的协调配合。”相关负
责人说，编制包含“总体发展
规划-村镇空间布局规划-村
庄建设整治规划”三个层面。

据了解，济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指
导各镇(街道)在2014年4月

底之前，编制完成2014年美
丽乡村示范村及示范片区规
划建设。10月底之前，编制完
成 并 上 报 各 镇 ( 街 道 ) 、村
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
时段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济阳县城管执法局开
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济阳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巩固扩
大“村村通”建设成果，制定
美丽乡村道路硬化标准，指
导各镇 (街道 )完成农村新
型社区通达道路和保留村
庄道路硬化任务。济阳县环
保局负责加强对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
加大对农村污水排放的监
管力度。

夏日乘凉

有了好去处

“作为济阳县森林村居的试
点村，去年济阳县为太平镇鲁家，
垛石镇安子坡村、玉皇庙，新市镇
韩坊，回河镇呼家，每个村提供价
值10万元的垂柳、红叶碧桃、紫叶
李等苗木，帮助村里进行绿化美
化。”济阳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将积极争取把垛石镇安
子坡村、新市镇韩坊、孙耿镇老杜
村、回河镇北郭村列入2014年济
南市“森林村居”工程的试点村。
市林业局为每个村提供约40万元
的资金，按照园林标准进行村庄
绿化。

“近两年，村里在绿化方面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济阳县新
市镇韩坊村韩女士说，从去年开
始，村里的空气更加清新了，夏天
乘凉的地方多了，村民生活变得
更加安逸。

不少村民反映，绿化种植和
环境卫生整治，效果十分明显。

“我们对村民门前的卫生进行清
洁，尤其是村内、村旁、沟边、田边
及湾塘边的垃圾堆。”

据了解，除清理垃圾以外，环
卫局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
是拆除村内乱搭乱建、垮塌房
屋，清除建筑垃圾、墙面乱涂乱
画乱贴乱挂及破损广告牌，粉
刷美化墙体。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
村民除能感受到绿化面积和环境
卫生带来的变化以外，在工作、生
活等方面都会感觉到提高。”美丽
乡村联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将严
格按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评
定标准进行严格、全面把关。

济阳首座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建成

近日，济阳县首座法治文
化主题公园——— 法韵公园建设
完工。据了解，该主题公园位于
经三纬一路口东南侧，东靠嘉
景园小区，西邻雅居园社区，周
围市民众多，人气旺盛，是市民
晨练、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据了解，法韵公园成为济
阳县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良好

载体，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形
式多样的法律表现形式，营造
了“零距离”的普法环境，使社
区居民在耳濡目染中学到法律
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制
观念。目前，公园已经建成并对
民众开放。

本报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张锐 摄影报道

伪造出生证明

识破后被处罚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李琳) 近日，济阳县新市
派出所报请济阳县公安局批准依法
对购买、使用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的
违法行为人扈某处以行政拘留十二
日的处罚，并对其持有的伪造出生
医学证明予以收缴。由于扈某正在
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依法
决定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2014年2月，新市镇某村村民扈
某为了不缴纳计生办罚款就给自己
超生的儿子落户，花费300元购买了
伪造的出生医学证明。3月23日，扈
某拿着伪造的出生医学证明到新市
派出所办理落户时，被民警当场识
破证明系伪造。

后来民警通过到医院、计生办、
入村调查等多方查证，调取大量有
力证据，在铁证面前扈某对自己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接收处罚，表
示自己也是一时糊涂，以后决不做
此违法事情。

寻访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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