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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4日讯(记
者 王尚磊) 24日上午，莘
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志国
做客“12345”市长热线，接
听市民来电并回答记者提
问。高志国就聊城市首个国
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脱贫攻坚工作等情况作了
介绍。

高志国表示，莘县脱贫
攻坚工作扎实推进，新建彭
楼干渠扶贫大道，首创了贫
困户“邻里互助式护理”模
式，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
充分肯定和推广。在3月份
全市扶贫开发综合考核中，
莘县列全市第一名。文教卫
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
工作全面展开，为民办实事
工作取得新进展。“全面改
薄”综合完成率列全市第一
名，迎接省级义务教育均衡
县验收、省级卫生城复审、
环保督察等工作有序推进，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高志国介绍，莘县积极
抢抓“一区一圈一带”和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以推进农业供给

测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绿
色发展为导向，大力发展精
致农业，狠抓龙头带动、基地
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创建，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质量并
举、迈向高端。莘县计划利用
三年的时间，将园区建设成
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瓜菜菌先进技术示范
区、光伏农业科技示范区和
精致农业科技示范区”。

据了解，聊城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分为核心区、示范
区、辐射区三部分，其中核
心区位于莘县县城东部，规
划面积1 . 5 6万亩。将按照

“多园、一带、十大功能区”
空间布局安排建设一批农
业产业项目，涵盖农业科技
创新服务、现代农业科技展
示、总部研发试验、农产品
加工物流、绿色瓜菜标准化
种植、公共服务配套等农业
产业化各个环节。

高志国介绍，为加快园
区建设，根据园区总体规
划，结合产业基础和资源禀
赋，在园区核心区谋划了16
个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总投

资40 . 96亿元，并明确了建
设主体及帮包责任单位。目
前，这16个重点项目已全面
展开，其中中原现代农业嘉
年华项目已经建成并对公
众开放，莘县农业科技中
心、旭日种业育繁推一体化
等6个项目6月底前建成;鲁
西现代农业示范园提升、海
易冷链高新产业园等8个项
目年底建成;养生养老等2个
项目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

据悉，根据园区总体规
划，聊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建设期为2016至2018年，三
年计划总投资137 . 92亿元，
其中核心区投资40 . 9 6亿
元，示范区投资100亿元，预
计到2018年，核心区所在地
特色农业产业实现产值350
亿元，利税60亿元，农民人
均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科
技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
献率达到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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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志国做客“12345”市长热线。

本报聊城5月24日讯(记
者 邹俊美 通讯员 刘
广阔) 为推动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确保创城任务落实
到位，近期，市政处道路修
补和路灯维护人员结合城

区市政设施现状，昼夜奋
战，努力为市民营造一个良
好的城市环境。

道路平整是城市文明的
基本，破损路面成为创城的拦
路虎。针对群众反应强烈的柳
园路与花园路西南角沥青路
面大面积破损的情况，市政处
安排维护人员限期修复。

为尽快给市民创造一
个舒适的出行环境，道路修
补人员采取分组分段的作

业方法，克服困难，避开交
通高峰期，放弃夜间休息时
间，对破损的路面进行集中
修复。为提高维修效率，将
设备和人员合理搭配，实现
快铣快修快铺。维修过程中
安全员规范设置围挡，放置
反光锥，及时引导车辆通
行，尽量把因施工对市民出
行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路灯是城市夜间的眼
睛，是文明的展现。为加强

城市照明设施的维护力度，
确保装灯率达到100%，亮灯
率达到99%，市政处路灯维
修人员全员上阵，白天排查
控制箱和线路，夜间坚持全
覆盖巡查，并采取高空作业
进行灯具维修。

创建文明城市是目标，
更是动力。市政处全体维护
人员将以此为契机，坚守岗
位，履行职责，确保水城路
平、灯亮、排水畅通。

市市政政处处昼昼夜夜奋奋战战助助力力文文明明城城市市创创建建

本报聊城5月24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
希玉 阮建) 22日，聊城市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举行首
批入额法官宣誓仪式。记者
了解到，首批员额制法官共
54名，这批法官的产生，标
致着东昌府区司法体制改
革工作迈入了新阶段。

“我宣誓……”22日，东
昌府区人民法院首批入额
法官宣誓仪式举行，54名入
额法官面向国旗举起右拳，
用铮铮誓言在国旗下作出
人民法官的庄严承诺。东昌
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
书超同志出席宣誓仪式并
讲话。他说，法官员额制改
革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
键一环，是法官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保证，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的根本举措。
进行宪法宣誓是对宪法的
庄严承诺，也是向公众作出

的承诺，希望大家从内心深
处去认同宪法，明白权力来
源和职责所在，用实际行动
去履行自己的誓言。

赵书超要求，要牢固树
立宪法意识，做遵守和维护
宪法的模范。作为行使国家
审判权的法官，要带头学习
宪法，深入领会宪法实质，
自觉恪守宪法原则，认真履
行宪法使命。要弘扬法治精
神，扎实推进公正司法。宪法
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宪
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要把宪法作为一切行为
的根本准则，自觉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
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确
保每一项工作都虑必及法、
言必合法、行必循法。要把握
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对
司法机关的领导。人民法院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担负着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的职责使命，必须置于
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法官员额制是司法责
任制的基石，首批员额法官
的产生，标志着东昌府区人
民法院的司法体制改革工
作迈入了实质阶段。”东昌

府区人民法院院长李新英
表示，入额法官要时刻强化
职业尊荣，铭记责任使命，
不忘为民初心，切实担当作
为，用实际行动努力实现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崇高目标。

东昌府人民法院入额法官宣誓仪式举行

首首批批5544名名““员员额额制制””法法官官产产生生

首批入额法官宣誓仪式现场。

本报聊城5月24日讯(记者 邹
俊美 通讯员 王少霏) 近日，蒙
古国技术监督局派员对聊城1家屠
宰加工厂、2家熟食加工厂进行了现
场检查，这是继2015年12月蒙古国首
次对我国肉类屠宰工厂进行注册检
查后，第二次来华检查肉类企业，也
是首次对我国熟制肉类加工企业进
行检查。

据了解，检查内容涵盖宰前宰
后检疫、企业生产加工、追溯标识、
HACCP管理等各环节。蒙古国检查
官对聊城市3家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以及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给予充分认
可。据蒙方介绍，中蒙还未就我国熟
制肉类产品出口蒙古签署双边协
议，此次3家工厂顺利通过检查，也
为中蒙今后签署的我国熟制肉类产
品出口蒙古的双边协议铺平了道
路。

聊城3家禽肉企业

顺利通过蒙古检查

5月17日下午4点左右，聊城公
安消防支队湖西中队栾东波中队
长、驾驶员陈照祖在加水归队途中，
在站前街与聊堂路交汇处发现一名
9岁男童与父母走失。栾东波果断将
其带回中队，在孩子稳定下来后，经
过询问联系上其父母。孩子父母早
已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并报警，得知
孩子被消防官兵救起安然无恙时，
才松了一口气。5月19日下午，男童
父亲常军来到中队，将一面写有“帮
人如己 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了
中队官兵手中，感谢消防官兵对孩
子的及时救援和照顾。

本报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陈卓 摄影报道

9岁男童找不到家

消防官兵来帮忙

本报聊城5月24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韩晓栋) 为牟取
暴利，陕西一男子做起贩卖毒品生
意，利用QQ等买卖冰毒。近日，高唐
县人民法院审结该起贩卖毒品案
件，并一审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杨某
有期徒刑十五年。

2016年11月26日，高唐县公安局
侦查发现，在高唐县格林豪泰宾馆
一房间内有一名陕西籍男子持有冰
毒20余克进行贩卖。警方侦查发现
该男子为杨某锋，2015年10月份，在
广东省东莞一个叫阿江的男子处以
QQ联系方式，以5800元价格购买冰
毒40余克。后在2016年11月1日至11
月11日期间，携带冰毒在高唐县分
多次售卖给高唐的吸毒人员，从中
获利。5月9日杨某锋被高唐县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近年来，高唐法院坚持“严打”
政策，采取多项举措依法惩治吸毒、
贩卖毒品犯罪。有力推动了社会管
理创新建设，维护了一方净土。

利用网络买卖毒品

男子获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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