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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汽配行业协会成立一周年庆典
暨万里国际汽配城书画名家联谊会举行

11月7日，万里国际汽配城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一夜的寒风冷雨丝
毫抵挡不住这里火火的热情。聊城
市汽配行业协会成立一周年庆典暨
万里国际汽配城书画名家联谊会，
在大运·万里国际汽配城盛大举行！

市委宣传部赵昌军副部长，市
统战部辛刚英副部长，开发区物流园
区管委会商同顺主任，市汽配行业协
会会长胡爱军、副会长王振、秘书长
贾岩，万里国际汽配城总经理吕玉
峰、副总经理许大华等出席庆典仪
式。现场，聊城市汽配行业协会会长
胡爱军致辞，总结行业协会成立一年
来的主要功绩，并高瞻远瞩，展望后
汽车市场、汽配行业宏图未来。

活动现场给予新增副会长理事
单位和会员单位颁发奖牌仪式，万里
国际盛邀国内外知名书画家郭启民、

刘万清、山湘子、裴英民等现场亲自
题字、作画，挥毫泼墨、诗意画风，让
您尽观笔墨书香！挥毫泼墨，意洒丹
青，给水城人民带来一场书香盛宴。

庆典当天，现场更有精彩节目
表演，互动抽奖环节等。当天莅临
活动现场的客户均填写抽奖券，在

节目表演的间隙进行抽奖，花生
油、优盘、工具套装等使用奖品送
不停。11月7日-11日，在项目购房
的客户可额外享受2000元的优惠
(特价房除外)；购房还可参与砸金
蛋活动，烤箱、加湿器、移动电源、
书法名家字画等豪礼随心送！

2014年11月27日,聊城市汽配
行业协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共有
139家会员单位。聊城物流园区管
委会也任命聊城万里国际汽配物
流园担当业务主管单位,业务范围
主要包括:汽车装饰美容、维修保
养；汽车配件、汽车用品的批发零

售、金融仓储及物流配送。
据了解，万里国际汽配城———

26万平方米鲁西一站式汽配采购
基地。项目坐落于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物流园区，总占地300余亩，建
筑面积26万平方米，是聊城市政府
重点项目。项目东靠聊城市主干道
柳园路，北临北环路，铁路、高速位
于项目南侧，路网发达、交通便利。

万里国际汽配城一期商铺(A、
B、C栋)现已售馨，今年5月21日正式
开业，商户入住率达到95%以上。二
期商铺(D、E、F栋)全面开工，工程建
设如火如荼，10月10日二期完美封
顶，4.8米超高层高、85-166平米多种
面积段、20米超宽主干道、6万平米
仓库空间、40%绿化率等合理化规
划，以超前的眼光和超前的魄力，
确保市场永续经营！ (李军)

本报聊城11月8日讯 7
日，聊城市物流与交通运输协
会(筹备)成立大会在聊城盖氏
邦晔物流园区办公楼会议室举
行，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协
会的章程及会费缴纳标准与管
理办法 ,选举产生协会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 ,并选举产生物流
与交通运输协会 ,选举盖守岭
为会长,王红岩、张秀明等9位为
副会长,桑昌营为秘书长。

聊城市经信委副主任张政、
聊城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商同
顺、聊城市民政局科长徐开国、
聊城盖氏邦晔物流有限公司董
事长盖守岭等出席会议。另外，
来自聊城县市区的众多物流、交
通运输企业负责人参会。

据悉 ,聊城市物流与交通
运输协会业务范围包括：接受
政府部门委托，研究提出行业
发展规划、行业产业政策、经济

立法等方面的建议，对重大物
流项目提出前期评估意见；参
与物流方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的制订与修订，参与行业地
方标准的制订与修订；组织开
展调查研究，搞好市场分析开
展行业调查研究等。

会上,聊城市物流与交通运
输协会首届会长盖守岭提到，
协会成立后要加强行业内部以

及与其他相关行业的沟通与协
作，扩大综合物流服务的深度
和广度；并组织开展国内外交
流考察活动，促进会员发展对
外合作。

张政指出，协会的成立是行
业的一件好事，协会要脚踏实地
做实事，切实为聊城市物流与交
通运输行业服务。

文/图 记者 王瑞超

聊城市成立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
本报聊城 1 1月 8日

讯 (记者 杨淑君 通
讯 员 黄 玉 国 徐 亚
东 ) 近日，聊城市技师
学院建筑工程系 120余
名师生参加了“改革进
行时，聊城在行动”建筑
业名家讲坛，清华大学
土木水利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朱宏亮为他们
作了题为《建筑业转型
升级与战略决策》的精
彩报告。

朱宏亮深刻剖析了
当前我国建筑业存在的
问题，介绍了我国建筑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
及改革发展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报告高屋建瓴，
分析透彻，对学院专业
建设、教学改革等具有
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次活动由聊城市
建筑业协会组织举办，
旨在解决聊城建筑业面

临的诸多难题，促进全
市建筑业转型升级与健
康发展。

市技师学院师生参加建筑业名家讲坛

市技师学院师生参加建筑业名家讲坛。
通讯员 通讯员 黄玉国 徐亚东

聊城市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筹备)成立大会现场。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活动中，
东阿县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认
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三严三
实”，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总
体要求，以服务育龄群众为宗旨，
积极做好孕产妇和新生儿随访工
作，确保孕产妇健康和新生儿健康
成长。

一是婚前宣传及时跟进。新
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重开展
多种形式的婚前健康宣传活动，
服务中心通过在辖区人流密集
处 设 立 咨 询 台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等，全面倡导并积极开展国家免
费婚前健康检查，通过多种方式，
向计划怀孕夫妇宣传优生科学

知识，增强出生缺陷预防意识，
帮助待孕夫妇树立科学的婚育
观念，掌握优生知识，促使待孕
夫妇自觉采取有利于优生的行
为和生活方式。

二是孕期访视及时跟进。深
入开展亲情化孕期随访服务活
动，宣传孕期保健知识，告知孕妇

孕早期、中期、晚期注意事项。并
为怀孕对象做好信息记录，及时
掌握孕情，做好跟踪管理服务。

三是产后随访及时跟进。产
后七天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
人员及时进行随访，了解产妇及新
生婴儿的健康情况和有关需求，宣
传科学育儿知识，教育产妇科学做

好新生儿的保健护理工作。
四是知情选择及时跟进。积极

向群众宣传正确适宜的避孕节育
方法，提供避孕药具，并引导她们
及时主动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
减少意外妊娠发生，提升计生家庭
幸福指数。

(赵彩霞)

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爱育龄妇女 做好随访服务

谁谁是是水水城城首首届届““最最美美消消防防人人””
11月9日启动报名，采用个人报名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报聊城11月8日讯(记者 郭
庆文) 11月9日，在今年“119”消防
宣传月到来之际，聊城市全面启动
首届“寻找水城最美消防人”活动，
将在全市范围内评选、表彰3个先进
集体、20个先进个人。

此次在全市部署开展寻找“最
美消防人”主题活动，旨在发现和树
立一批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现
役消防官兵和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的
人士，充分展示广大消防工作者的
风采，为平安聊城建设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和人才支持。

在聊城范围内，从事消防工作
的单位或集体，消防部队现役官兵，
消防中队合同制消防员，消防文职
人员，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队
员，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员，社区、
小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消防志愿
者和其他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的人士
均可参加评选活动。

另外，参与对象除了符合“拥护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
想作风和职业道德，模范遵守国家
消防法律法规，热心消防公益事业，
积极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榜样示范
作用明显”的条件外，还应具备5种条
件之一，即：积极参与火灾扑救或抢
险救援，避免重大损失，有重大贡献；
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积极参加消防

志愿服务活动，成绩突出；积极投身
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工作，成绩突出；开展消防科学技术
研究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在消防
工作的其他方面有重大贡献。3年内
发生重大以上火灾、安全生产等责
任事故或造成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
件的责任人员不得参加此次推选。

本次“寻找水城最美消防人”活
动，从11月9日启动报名，采用个人
报名与群众推荐相结合。挖掘个人
和集体的突出事迹，按照实事求是
的原则进行初步筛选，对初步筛选
出来的候选人和候选单位进行条件
和资格审核，上报推荐事迹材料。

同时，将所有报名参选的集体、
个人将照片和简历公布到聊城消防
官方微信平台和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对全市消防
队伍进行集中展示，接受聊城全市
人民的投票、检阅。

最后，根据群众投票和评选团
投票的综合情况，初步确定入围者
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最
终选出3个先进集体和20名个人，确
定“最美消防人”名单。并举行颁奖
仪式，在媒体平台上公布和集中展
示获奖单位和个人。

活动详情及进展请关注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微信公众号(qlwbjrlc)
和聊城消防公众号(LCxiaofang)。

快快乐乐
学学消消防防

11月7日，聊城大学消防志愿者携带宣传材料和宣传画
在聊城市金柱大学城社区与市民一起宣传分享消防安全知
识，在消防知识问答，消防作战游戏，穿越火线等关卡中让
市民、小朋友在快乐中学习消防知识和消防技能。共同迎接
全国第25个消防日的到来，今年全国消防日主题是：“参与
社区消防 建设平安家园”。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潘成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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