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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通讯员 刘
志海） 4日，商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查获了一起驾驶人套用
机动车号牌并无证驾驶机动车
的严重违法行为，驾驶人崔某
被商河警方依法给予行政拘留
10日并处罚款3000元的严厉处
罚。

4日15时11分许，商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

省道2 4 8南外环路段执勤时，
发现一辆悬挂鲁A牌照的白色
面包车由南向北行驶在等红
灯 过 程 中 ，突 然 右 转 欲 向 东
行，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示意
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在要求
驾 驶 人 出 示 驾 驶 证 、行 驶 证
时，驾驶人崔某神情慌张，说
话支支吾吾，一会儿说驾驶证
在家里忘了带，一会儿又说驾

驶证刚办出来，还没来得及到
交警队去拿。

经网上查询核对，民警发
现驾驶人崔某并未取得驾驶
证，属于无证驾驶。当调取其车
辆信息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图片显示崔某所驾号牌的车辆
信息竟然与现场所查扣车辆车
型不同，经仔细核对发动机号
和车架号，竟发现崔某驾驶的

是一辆套牌车，其后备箱里居
然还有两副假车牌。

面对民警询问，崔某对其
无证驾驶套牌车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目前，违法驾驶人崔某
被依法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
罚金3000元的严厉处罚。该嫌
疑车辆已被商河县交警大队依
法扣留，该车来源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27℃，这是要过夏天？

无无证证驾驾驶驶套套牌牌车车被被查查
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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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文物保护成果，防范文物
安全事故，近日，县文广新局对全县
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

检查工作采取实地查看、拍照登
记等形式，对各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环
境、保护状况进行了全面集中巡查，
及时排除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整
改意见，督促严格落实整改措施。

通过检查，相关部门进一步掌握
了田野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状况，加
大了对周边群众的宣传力度，提高了
文保单位所在乡镇（街道）以及村庄
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了田野文保单
位的安全防范系数。

（通讯员 邹连刚）

商河县文广新局

开展文物安全大检查
商河开展“大快严”

集中行动督导

近日，商河县“大快严”集
中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督导
组，到各乡镇就集中行动和专
项执法检查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督导组采取听取汇报、查阅
资料和抽查企业的形式进行。

在督导中发现，各乡镇推
进“大快严”集中行动力度不平
衡，存在个别乡镇领导对所包
重点企业检查力度不够，乡镇
检查台账和企业自查台账不完
善，部分企业隐患自查自纠不
到位，员工安全意识还需进一
步提高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督导组
在现场反馈后强调，“大快严”
集中行动是山东省今年安全生
产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工作，
相关单位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
领导，细化工作措施，加大工作
力度，切实推动“大快严”集中
行动。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清明小长假期
间，商河的天气不错，不少人痛痛快
快玩了一场。以至于周二上午不少上
班族还没有在美丽的春景中回神，发
出“要是假期长点就好了”的感叹。假
期不再，但是好天气依旧，未来几天
商河天气以晴天为主，风力较前两天
有所下降。

当大家还在感叹气温回升较快
时，9日商河的气温能达到 2 7℃左
右，这简直就是分分钟就要入夏的
节奏。市民刘女士说：“春天的衣服
还没有穿过一遍来，难道就要穿短
袖了吗？”记者在商河的部分商场发
现，不少夏装已经开始上市，形成了
春夏装争辉的场景。销售人员王女
士说：“从今年春季的衣服销量来
看，今年气温回升太快了，感觉春装
挂上没几天，天就热了。”

据了解，本周的最高气温均在
20℃以上，但是最低气温在10℃左右，
早晚温差较大，市民要注意添减衣
服，小心感冒。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状况如下：
7日多云转晴，南风2～3级转北风

3～4级，气温9℃～23℃左右。
8～9日晴，南风3～4级阵风6级，

气温明显上升，9日最高气温可达27℃
左右。

10日晴间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3

级，气温略有下降。

近日，商河县检察院预防部门与
新媒体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预防
职务犯罪新媒体专刊《鼓乡清风》创
刊号，正式在检察院“两微一端”新媒
体平台发布。

该新媒体专刊利用微信、微博及
新闻客户端传播迅速且广泛的优势，
精心打造了具有专题化特点的微普
法、警示案例、廉政先锋等栏目，引起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通过该平台，县检察院将定期向
社会公众推送预防职务犯罪相关内
容，使远离职务犯罪的意识渗透到社
会各个阶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
少职务犯罪发生。

（通讯员 李凌云 王嘉铎）

微普法专刊

《鼓乡清风》创刊

本报4月6日讯（通讯员
付来涛） 4月1日，商河县委
副书记、县长陈勇调研旅游工
作。陈勇先后察看了贾庄乡情
缘葡萄基地、张坊鹤鸣湖七彩
庄园、怀仁洼李古杏林、殷巷
李桂芬梨园，详细了解了项目
开发建设情况，听取了县文广
新局（旅游局）相关工作情况
汇报。

陈勇表示，旅游业作为朝

阳产业，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强
的拉动作用。“通过近年来的
努力，商河旅游工作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为下一步的发展打
下了较好基础。但从宏观政策
和自身优势资源来看，旅游发
展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有
利条件。”

陈勇介绍，各级各部门要
树立“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
充分运用“旅游+”的创新动

力，加快推进商河旅游业的发
展。

据了解，商河政府对旅
游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一
是要以全域旅游为导向完善
旅游规划，对全县旅游总体
规划进行完善提升，并配套
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和重点区
域规划；二是要进一步强化
旅游项目包装策划，聘请旅
游专家对旅游项目选址、功

能 定 位 等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论
证，完善旅游项目体系；三是
要加大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力
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有实
力、有经验的旅游项目投资
企业；四是要加强旅游环境
建设，合理开发旅游资源，避
免乱占、乱建，配齐配全各类
旅游配套设施和功能项目，
做好路网、水网、林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

商河启动2016年
美国白蛾监测工作

为准确了解美国白蛾的
发生情况，3月底，商河林业局
正式启动美国白蛾系统监测
预报工作。

美国白蛾越冬代成虫一
般4月上旬开始羽化，商河县
的监测点设置一般于3月底前
完成。由于近期以来气温持续
升高，尤其是3月26日后最高
温持续在20℃左右，美国白蛾
成虫有可能提前羽化。

商河县技术人员自3月23
日起，采取性诱捕器监测为
主，灯诱为辅的监测方式，开
始到有关乡镇、部位布设监测
点。截至3月28日，全县共设置
15个性诱监测点、5个自动虫
情测报灯综合监测点、3处灯
诱监测点。监测人员每天早晨
准时监测、记录、上报。

作为国家级森林病虫害
中心测报点，商河县多年来持
续高度重视美国白蛾监测预
报工作，确保第一时间掌握发
生情况。由于采取有效防控措
施，商河连续多年将美国白蛾
控制在较低发生状态。

（通讯员 卞晓阳）

为及时、准确掌握辖区省道
路况信息，扎实做好2016年公路
养护工作，商河县公路局早对辖
区248省道及316省道部分路段
共78 . 6公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徒步拉网式调查。

商河县公路局组织专业养
护人员采取徒步方式，通过实地
测量、现场记录与目测相结合的
调查方法，对路基、路面、桥涵、
沿线设施、道路绿化等进行了全
面量验，对发现的公路病害逐一
进行详细记录，确切掌握病害位
置、类型、程度和数量，做到数据

记录和实际吻合，并针对典型病
害做好照片原始资料的收集工
作，确保了调查数据准确、全面、
有效。

路况调查结束后，相关技术
人员对调查原始数据进行分类
整理，共发现路面裂缝15000余
米，路基水毁冲沟300余立方，各
类警示标志缺损20余处，桥涵锥
护坡需维护40立方，桥下垃圾20
立方，需补植灌木8000余株。县
公路局将依此制定科学合理的
养护方案，及时进行修复。

（通讯员 刘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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