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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14日讯(记者
张超) 记者从聊城有关部

门获悉，按照“创森”要求，根据
各县、市的实际情况，结合绿地
系统规划，每县至少打造一处
景观优美、植物多样、特色鲜明
的城市公园，规划到2018年，所
属县、市的城区基本建成较为
完善的城镇绿化体系。

其中，阳谷县以黄山路、谷
山路、西城路等主干道路绿化
提升为重点，建设带状绿地，联
系城区内各公园绿地、街区游

园和附属绿地，形成阳谷县城
区绿化框架；徒骇河横穿莘县
城区而过，构成绿化景观轴，新
建俎店渠带状公园、蒋庄沟带
状公园、清水河带状公园、雁塔
公园等公园绿地，将城南莘州
水库打造成市级湿地公园，建
设仲子庙干渠郊野公园。

不断完善冠县城区滨水景
观绿地建设和城区道路绿化，
规划提升城区内建设路、团结
路、兴贸东路、工业路、青年路
等道路绿化；新建清泉河西段

滨水景观绿地，将清泉河打造
成冠县城区绿化景观轴；依托
南环路、北环路、东环路建设环
城防护景观林带；加强城区内
小区、机关单位等附属绿地建
设。

茌平金牛湖国家湿地公园
构成茌平县城区“绿心”，继续
加强善茌平金牛湖国家湿地公
园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沿茌中
河加强滨水景观绿地建设；东
阿县城区内水系较为丰富，官
路沟、二干渠为主要绿脉，联通

城区内道路绿化、各公园绿地
等。

临清市城区依京杭运河，
城区内水系发达，有小运河、漳
卫河、济津河、三干渠和红旗渠
等河流、沟渠，以及运泽湖、歇
马亭湖、济津湖、银河湖、桑海
湖和金泽湖六湖。规划沿城区
内各河流、沟渠两岸，因地制宜
打造滨水景观绿地；完善大众
公园、龙山公园内基础设施；新
建黄河故道生态公园、三河湿
地公园、济津河湿地公园；结合

旧城改造，以拆违建绿、拆墙透
绿的方式，增加城区绿量；加强
街头绿地以及居住区、单位等
附属绿地建设。

高唐城区“两河三湖”并
存，南王水库、鱼丘湖、双海湖
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形成城区
内三块“绿心”。提升改造高唐
县城区“三湖”，打造近自然滨
水绿地，将南王水库建设成为
生态公园；新建一批小游园、
街头绿地，增加城区绿地面
积。

聊城着力完善各县市城区城镇绿化体系建设

每每县县至至少少打打造造一一处处城城市市公公园园

城城区区一一学学校校实实现现红红外外线线防防控控““全全武武装装””
有人爬墙头，门卫室就声控报警视频定位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吕保忠

3月13日上午，在位于城区的聊城滨河实验学校，一场特殊的安全演练上演：有人打算从校外翻院墙
进校园，在爬上墙头的同时学校门卫室响起报警声，与此同时视频监视器清晰地聚焦侵入者所在位置，
指引学校保安及安保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处置。

随着安全演练的启动，聊城滨河实验学校的红外线防控系统正式“上岗”，成为聊城为数不多实现红
外线防控“全武装”的学校，真正实现了人防、物防与技防的无缝对接。

红外线上岗

学校院墙变身“守卫”

在聊城滨河实验学校3
月13日举行的安全演练过程
中，主要是让学校保安及安
保工作人员与红外线防控系
统实现联动。说到红外线防
护系统，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还比较神秘和陌生，一般都
是在电影或电视剧里才能看
到。目前，在聊城除了银行等
一些重要的安全保卫场所
外，学校等处很少涉及，更不
要说接触过这类东西。

演练过程中，在场的学
校保安及安保工作人员都
很新奇。随着安防系统启
动，一名技术人员试图从校
外翻墙进入学校，当其手部
刚刚攀爬至墙头上，还没翻
身上墙时，学校门卫室的控
制终端已经是警报声响起，
与此同时连接在控制终端
上的视频播放器已经聚焦
侵入者所在位置。根据指
引，保安与学校值班的安保
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恰好将
翻越墙头的侵入者堵住。

据现场操作的技术人
员介绍，聊城滨河实验学校
安装红外线防控系统之后，
学校四周的围墙上全部实现
了红外线设防，虽然平时用
肉眼看不到而且也摸不到，
但是却能24小时进行防范，
让学校的院墙全部变成了

“守卫”，真正使人防、物防、
技防浑然一体，形成了一个
全天候的安全防范链条。

这种高科技

对于学校非常有必要

随着技术人员的介绍
深入，这种看似高深的高科
技，让在场的人员越来越明
晰。“看起来非常神秘，其实
就是借用了红外线技术，一
点儿也不复杂。”据技术人
员介绍，就聊城滨河实验学
校来说，把周围的院墙划分
成了11个防区，每个防区根
据红外线的影响距离结成
防护网，与此同时配合视频
摄像头就可以了。相对来
说，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
安装这种高科技安防设备
更有必要，毕竟牵涉到学校

及众多学生的安全问题，不
是个小事儿。

对此，校长徐俊峰介
绍，聊城滨河实验学校尽管
是聊城城区比较年轻的一
所学校，但作为一所九年一
贯制实验学校，成立两年多
时间以来在校生数量增长
很快，包括幼儿园在内已经
有3700多名在校生，学校一

直把安全工作作为学校工
作的重中之重、常抓不懈。
之前，为了安全防护问题曾
想了很多办法，在教室内外
安装了200余个摄像头，做
到全天候无缝隙覆盖。除了
6名正规保安外，学校的5名
校长和20多名中层干部全
部要24小时轮流值班，与保
安一起进行安全巡逻。

大图：侵入者还没翻过墙头，安保人员已经赶到现场。

小图：学校安保人员学习红外线防控系统。

安安利利你你一一种种生生活活，，永永远远多多一一点点
2017新年伊始，全国就被

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霾之
中，随雾霾而来的，是人们对生
存环境的担忧，以及由此产生
的一系列情绪和心理问题。生
活本应该是，和自己开心Say
Hi，与他人携手创造高品质生
活潮流，融入自然，与环境和谐
共生。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
往层出不穷：想要拥有健康的
体魄和精致美好的容颜，想要
大口畅快呼吸新鲜空气，想要
品尝每一口水都自然安心……
想要拥有的东西越多，我们越
应该思考，该怎么做？

改变需要突破口，那些常
常被我们忽视的小事有可能影
响着未来。多一点运动的时间、
多种一棵树、多节约一滴水、少
开一天车、少浪费一张纸……

在自我改变的同时，你更需要
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共同
创造“有品质”的生活潮流。

安利坚持初心，坚持提供
高品质产品，倡导健康、环保生
活方式，并尽最大的努力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从四大系列产
品到营养中国行、安利纽崔莱
健康跑、环保嘉年华等活动，从
内而外，无一不体现出安利想
要引领呵护自己、关爱他人，守
护环境的生活潮流。这种高品
质生活方式，可以调节身心健
康，铸就美丽容颜，更可以改善
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蓝天白云
重现，让好山好水好空气成为
永恒，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个花
花世界找到自己的专属颜色，
幸福前行。
从关爱自己出发

现代都市生活有一种怪现
象：生活重复，压力山大，我们
常常被忙忙忙驱赶着前进，却
忘了对自己好一点。加班时的
泡面，深夜不灭的灯，感觉身体
被掏空，锻炼和保养只是存在
脑海中的一个念头。

生活不应只有眼前的苟
且，更应有看云起云落、落日西
斜的雅致。爱生活必须要爱自
己。安利关爱你，用心甄选，保
健品、化妆、家居及个护系列产
品，帮你找回健康活力，重塑美
丽优雅；更有净水器和空气净
化器两大利器，给你好水好空
气，360度全方位呵护你。安利
你一种生活，健康美丽才能更
好拥抱未来。
关爱社区你我他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人

对“生活潮流”有了新的定义，
潮流不仅仅局限于吃、穿、住、
行，生活理念成为了新潮流的
代表。在这种趋势下，绿色、环保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新风
尚。高品质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对
健康环保理念的单纯复制，而是
身体力行去影响、带动身边人一
起去践行。在健康、环保的路上，
有伙伴相随才最快乐。

安利关爱社区，营养中国
行、安利纽崔莱健康跑、环保嘉
年华活动，将健康概念、环保理
念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安利
你一种生活，共同奔跑向前才
炽热。
关爱环境更永久

你是否还记得那场创造了
北京持续空气重污染及连续预
警总时长历史之最的“跨年

霾”？如今，雾霾天气、全球气候
变暖，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不仅
牵动着公众的神经，也引起了
大众对生存环境的忧虑升级。

当人们望着窗外灰蒙蒙的
世界，吃着重金属超标的食物
时，相信每个人都开始坚信减
少污染源刻不容缓。毕竟，不是
每个人都有资本逃离“污染”。
环保是安利的企业基因，从第一
款产品L.O.C开始，安利产品就
注入了环保的要素。可降解的安
利优生活 系列、分享有机种
植经验、严格要求排污标准……
让产品更优，污染才能更少，才
能让青山绿水回到最初的模样，
让头顶的那片蓝停留的更久一
点，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安心一
些。安利你一种生活，生活环境
永远缤纷多彩才更永恒。

据了解，全市已创建国家级湿
地公园3处，分别是东阿洛神湖湿地
公园、茌平金牛湖湿地公园、东昌
湖湿地公园；省级湿地公园1处，为
小湄河湿地公园；市级湿地公园2
处，为南湖湿地公园、阳谷森泉湿
地公园。

目前，全市有森林公园10处，其
中国家级森林公园2处，即东阿黄河
森林公园、茌平国家森林公园；省
级森林公园2处，即高唐清平森林公
园、冠县古梨园森林公园；市级森
林公园6处，分别为冠县马颊河森林
公园、莘县马西森林公园、聊城植
物园、临清古沙洲森林公园、阳谷
景阳冈旅游区森林公园和茌平王
老苗圃森林公园。

近日，聊城市规划局对聊城市
高新区九州洼月季城市公园项目
批前公示，根据公示内容，项目位
于高新区的核心位置，北部为长江
路，西临中华路，东接庐山路，南靠
湖南路，分为两个部分，红线内为
大型城市公园，面积为1311300平方
米，集主题公园、城市公园、湿地公
园、文化公园于一体，打造鲁西最
大的月季主题城市公园。

功能分区：一心—月季博览
园；一带—月季展示带；五区—都
市休闲区、配套服务区、保育研发
区、游乐主题区、产业展示区。九州
洼湿地公园占地面积约2200亩，今
年计划投资8 . 5亿元，计划于3月底
正式启动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将
把月季浏览、游乐场、酒店等生态
休闲与观赏旅游功能相结合，给市
民不一样的生态体验。与此同时，
规划1500个停车位也大大满足了游
客停车的需求。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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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以上湿地和

森林公园达1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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