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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市场监管局

专项整治农村市场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员 郭荣霞） 为加强农村市
场监管，确保市民消费安全，济阳市
场监管局回河所组织开展了农村市
场主体的专项整治。

“我们指派经验丰富、业务熟悉
的三名骨干力量组成专项检查小
组，乘用专用执法车辆对辖区内农
村经营主体进行逐户实地检查。”相
关负责人说，要求不留任何死角，坚
决杜绝走过场，避免检查工作有盲
区。

同时，查看证照是否齐全、悬挂
于醒目位置，确保亮照率达100%；督
促证照超期或超范围经营的业户及
时办理变更登记，确保经营主体合
法。“重点检查商品进货渠道来源是
否合法，进货检查验收、索证索票、
进销货台账和‘三无’产品等自律制
度是否已落实。”该负责人说，坚决
杜绝三无、劣质商品上市销售，严禁
经营者从无资质供货商处进货，从
源头上防止各种假冒伪劣商品流入
市场。

此次检查，共出动执法车辆12

车次，检查村落45个，检查农村经销
店56户次，其间，帮助业户悬挂营业
执照14户，18家营业执照超期经营
者当场持所需材料到所办理延期变
更登记。

科技局将培育9家

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张善良） 为提升济阳县
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
理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济阳县科
技局确定将培育山东安信种苗股份
有限公司等9家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这是济阳县首次开展企业知
识产权试点培育工作，培育时间为
两年。”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9家企
业将以国家、省、市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为指导，按照《济南市企业知识产
权（专利）梯次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开展试点培育
工作。

据了解，科技局将对试点培育
企业重点指导，在信息利用、人员培
训等方面给予扶持，定期调度试点
培育工作。“试点培育工作结束后，
我们将按照《济南市企业知识产权

（专利）梯次培育工程考核验收指
标》组织考核，对验收合格的企业在
人才、信息、服务资源等方面继续扶
持。”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农民民工工马马路路上上等等活活，，““霸霸占占””俩俩车车道道
相关部门将禁止市民停车招工，协商为农民工找个地方

近日，市民王女士给本报“有事您说”栏目打来电话
称：华阳路与纬三路交界口处有数百农民工在马路上等活，堵
车状况十分严重。相关部门表示：将联合交警、城管部门进行
规范，同时与城区两个街道办协商转移至其他地方。

本报记者 杨擎

澄澄波波湖湖景景区区沙沙滩滩遍遍布布垃垃圾圾
景区：已增派人手进行捡拾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张
健） 近日，市民孙先生给本
报的“有事您说”打来电话称，
经过“五一”假期，澄波湖景区
南湖沙滩垃圾非常多，严重影
响景区的整体形象。澄波湖景
区环卫科相关负责人称，已经
增派人手进行捡拾。

“垃圾太多，原本是来放
松心情，这下心情更沉重了。”
孙先生说，“五一”之后澄波湖
风景区的个别小景点垃圾较
多，九曲亭桥和北湖的个别亭
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尤其是南湖的沙滩垃圾特别
多。

4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
了澄波湖风景区的南湖沙滩，
看到在离沙滩还有几十米远
的草丛中，白色的塑料袋和食
品包装袋格外显眼，烤串用的
竹签子等更是横七竖八，远远
看去金黄色的沙滩上白色垃
圾已经遍布整个沙滩。

沙滩中间有几位家长在
陪孩子玩耍，李女士称：“我经
常陪孩子来沙滩玩儿，原来沙

滩没有这么多垃圾，主要是
‘五一’假期人太多了，陪孩子
来玩儿的家长应该提高意识，
拿一个塑料袋，走的时候顺手
扔进垃圾桶就行。”

李女士说：“沙滩周边就
有四个垃圾桶，足够存放这些
垃圾的，但是有很多游客不自
觉地就随手一扔，在破坏景区
环境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孩子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建议家长
能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在沙滩的南侧台阶位置，
景区的环卫工人正在用夹子捡
拾景区的垃圾，满头大汗的王
先生说，他是沙滩片区的保洁
员，“五一”期间游客丢弃的垃
圾随处可见，他从早上七点开
始捡已经捡了三个多小时。

据了解，气温已经达到了
二十多摄氏度，不少市民涉水
玩耍，澄波湖景区南湖沙滩景
点备受青睐，而垃圾也就开始
增多。“一到春夏，节假日过
后，我都要捡拾整整一个上
午，垃圾多的时候能捡一天。”
王先生说。

捡拾垃圾看似轻松，但假
期过后，王先生还是感觉到压
力比较大，“整个南湖沙滩进
行无死角捡拾垃圾后，腰疼好
几天。”王先生说，他已经习惯
了这样集中的清扫，因为这并
不是个例。

澄波湖风景区环卫科相
关负责人称，澄波湖风景区与
城区街道不同，垃圾无法使用

大型工具清扫，个别景点人工
清扫都很难，只能用人工捡拾
的方法，“五一”过后环卫科已
经对个别垃圾较多景点进行
统一清理。

此外，景区环卫科负责人
呼吁，市民在景区游玩儿的同
时，应自觉爱护景区环境，不
要随意丢弃果皮、食品包装
袋、饮料瓶等垃圾。

记者调查>>

交通工具“霸占”人行道

农民工聚集造成堵车

据了解，随着附近地块的
开发，原本在华阳路与纬三路
交界口马路石沿上等活的农民
工们，将“战场”转移到了马路
上。清晨，数百农民工聚集在路
口，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和交
通堵塞问题。

5日清晨，记者来到该路口
发现，部分农民工坐在马路石
沿上等活。他们把电动车、摩托
车等交通工具停在人行道上，准
备“抢”活的农民工则一直徘徊
在车辆外围，车辆拐弯时与农民
工擦身而过，十分危险。

据了解，随着气温升高，天
亮时间提前，不少农民工四五点
钟便到达此地。农民工梁先生
说，不少工地为了赶工期会早早

到市场上来找小工,这是个极好
的机会，大家都不愿错过。

记者与农民工们交谈过程
中，一辆面包车停在路口上，大
家迅速“包围”了面包车希望自
己被招走。原本两条机动车道
被占据了一条半，从此经过的
机动车不断按喇叭，外围的农
民工才依依不舍地给机动车让
出一条车道，接着行驶在后面
的车就发生了堵塞的情况。

“每次经过这里我都格外
小心，有人来招工时，他们会

‘霸占’马路，没人招工时，他们
会在马路上来回穿梭。”市民杜
先生说，希望相关部门能进行
规范，否则万一出现安全事故，
责任在谁都无法说清。

部门回应>>

建议交警安装摄像头

禁止用工方在此停车

2015年“两会”期间，也曾
有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合理
解决华阳路与纬三路交叉路口
上市人员占道经营问题的提
案》。

《提案》中指出：随着闲散
劳动力的大量增加，部分劳动
力自发在华阳路与纬三路交叉
路口形成一个劳务市场，每天
上午5:30—8:30为人员聚集的高
峰期，人多时能达到400人。自行
车、摩托车、机动三轮车到处乱
放，给过往车辆及行人带来极大
不便，不但阻碍交通，影响市
容，又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据了解，该提案已下发至
济阳县人社局、城管执法局两
个部门处理。5日，记者找到了
两个单位相关负责人。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说，在此之前，相关
部门多次联动整治，但没过几
天又有农民工在此聚集，整治
效果不明显。

该负责人说，这种现象形
成的最根本原因是用工方为图
方便，经常来此招工人，导致农
民工形成一种“在这就能等到

活”的想法。
“目前，该路口已安装了红

路灯，我们也将建议交警在此
安装摄像头，禁止用工方在此
停车。”该负责人说，在此招工
的市民少了，聚集在此的农民
工也会相应减少。同时与博纳
广场方商议让农民工到广场边
等活，减少安全隐患。

据了解，华阳路是济阳镇
与济北经济开发区的交界线，
华阳路以东属济阳街道办事处
管辖，以西属济北街道办事处
管辖。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已与两个街道办事处进
行协商，希望能将农民工规范
到两个街道办事处附近，不要
再聚集在马路上。”

同时，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最理想的是我们两个部
门和两个街道能商量出一处适
合农民工等活的地方，为他们
提供一处空地或一个大院都
可以。在地方没有找到之前，
我们将继续派中队加强整治，
将他们规范至广场以上或人
行道以内。”

农民工说法>>

农民工服务中心太远

将继续在这里等活儿

据了解，为方便济阳县农
民工找工作，济阳县曾在崔寨
镇220国道东侧建立了一排排
平房作为农民工劳务市场，但
并未吸引济阳北部乡镇农民工
的热情。

2013年4月，济阳县投资
6000余万元开建了济阳县农民
工服务中心，并于下月18日启
用。“该服务中心或将成为山东
中东部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
全，集招工招聘、信息发布、创
业服务、技能培训等于一体，站
得住、叫得响的劳务品牌。”相
关负责人说。

面对优越的服务条件，该
劳务市场的农民工却没有很大
兴趣。“我们只是农活不忙的时

候出来打打工，远的地方也去
不了。”农民工李先生说，这些
人大多来自垛石、新市、曲堤、
仁风等城区周边的村子,家中
有老人或孩子，只想多赚点钱。

“崔寨太远了，每天早上去
那，路上要多花费半小时。”李
先生说，如果县城的市民想找
工人，大都就近，不可能为找个
小工跑到崔寨，他认为还是在
城区内等活机会多一点。

“现在城区内或附近的市
民都知道找农民工就到这里来
找，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农
民工何先生说，如果要把他们
规范到其他地方，希望是在城
区之内，不太好找的地方他们
也不打算去。

草坪上的食品包装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不少农民工聚集在路口找
活，交通工具“霸占”了人行道。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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