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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
者 张超) 24日，聊城召开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推进会，
邀请国家林业局宣传办主
任、森林城市建设办公室主
任、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
程红作创森专题辅导，市委
副书记陈平主持会议并讲
话。

省林业厅副厅长刘建
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
菁，副市长任晓旺出席会
议。

会上，程红围绕如何看
待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如何
谋划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如
何搞好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等三方面内容，对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工作作了系统分
析和深入讲解。

陈平指出，创森工作开
展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创森
工作总体规划，奋力拼搏、
真抓实干、强力推进，国土
绿化扩面提质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在看到成绩的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工作
存在的薄弱环节，持之以恒
地推进国土增绿增效，不断
丰富创森工作内涵。

陈平强调，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认真领会、准
确把握本次专题辅导精神。
明确目标积极筹备，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认真对照《聊城
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手册》，逐条对照各自的任
务目标及完成时限。要做好
心中播绿这篇文章，增强生

态文化内涵和氛围，不断提
高群众生态自觉、文明自
觉。

陈平要求，要强化督导
狠抓落实。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根据各自任务目标，
认真研究，细致安排，统筹
推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
全部完成。市大督查办公
室和市创森指挥部办公室
要加大督导调度和通报问
责力度，确保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聊聊城城召召开开创创建建国国家家森森林林城城市市推推进进会会
邀请专家做创森专题辅导，市委副书记陈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
者 谢晓丽 ) 7月中旬以
来，全省多个地方连续遭遇
特大暴雨，已造成多个地市
受灾。为提高市民防汛抗灾
意识，聊城市市政工程管理
处走上街头深入社区普及
防汛知识。记者了解到，自
6月1日起，聊城市进入汛
期。今年聊城市的汛情预
警由低到高依次分为“蓝、
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
当发布黄色及以上级别的

汛 情 预 警 或 者 遭 遇 暴 雨
时，聊城市城区防汛办公
室 建 议 市 民 尽 量 减 少 外
出。

记者了解到，聊城的汛
期时间为6月1日至9月30日
四个月的时间，其中7月1日
至8月31日为主汛期。聊城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其中
穿越城区的古运河将城区
分为东西两部分、运河以西
为古城区部分，四面湖水环
绕，地势以光岳楼为地平最

高点，周围较为平坦；运河
以东除闸口东西一带地势
较高外，南部和北部地势均
较为平坦，总体趋势南高北
低。城区排水管网231公里，
检查井、雨水7099套；防汛
沟渠1 9公里，分别为聊张
沟、聊堂沟、聊临沟、新水
河、青周渠、青年渠、莾东
街、聊师南沟8条主要排洪
沟渠及暗涵；城外主要排洪
河道有周公河、徒骇河；主
要防洪出水口11个，防汛闸

门11座，利民路雨水强泵站
1座。

聊城市市政工程管理
处工作人员提醒，如遇雨天
出行，请及时了解路况信
息，提前绕行积水路段。道
路积水时，骑车人员应下车
推行，尽量贴近建筑物行
走，绕开有水流漩涡的地
方。开车出行时，提前绕行
积水路段，不要在桥洞、山
口、铁路桥等低洼地带停
留。

聊聊城城划划分分四四色色预预警警应应对对汛汛期期
市政处工作人员提醒：雨天出行绕开水流漩涡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韩
银亮) 首届山东文化惠民
消费季近日拉开大幕，期
间，聊城策划的大型文化活
动和一大批惠民文化消费
项目，将为文化产业发展注
入活力，给广大市民带来高
雅的艺术享受，陪伴市民度
过享用文化大餐的夏季。

聊城水城明珠大剧场
举行2017暑期嘉年华打开
艺术之门活动。儿童剧《公
鸡女侠》、《淘小七三部曲之
安全国度》以及世界著名近
台魔术大师展演、《小丑嘉
年华》俄罗斯功勋演员等国
外小丑和观众互动，还有一
系列音乐会等惠民低票价
演出，联系电话8705566。

根据《首届山东文化惠
民消费季实施方案》要求，

首届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
组委会决定面向社会征集
2017年首届山东文化惠民
消费季公益性主题活动项
目、特约文化企业及商户。
聊城市山东文化惠民消费
季，文化项目招商推荐联系
电话8228634、8221138，好
的文化消费项目赶快联系
推荐签约。

市文广新局工作人员
介绍，文化惠民消费季文化
项目要求凡在工商行政部
门登记注册的各种所有制
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文化企
业和文化市场经营业户，具
体行业范围为(包括但不限
于)：演艺娱乐、动漫游戏、
数字文化、艺术品、传统工
艺、艺术培训、文化旅游、文
化会展、文化经纪代理、文
化产品制造销售、文化创意

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
等领域，文化电商平台等项
目。

同时凡在2017年7月至
10月间在聊城组织开展文
化经营、展示展演展销或其
他与文化相关的特别优惠
经营活动的，均可参与申

报。经审核通过的主题活动
项目和特约文化企业及商
户，将由聊城市文广新局申
报纳入首届山东惠民文化
消费季整体宣传推介平台，
进行统一冠名和宣传推广，
享有首届山东文化惠民消
费季标识系统使用权。

首届山东惠民文化消费季活动大幕拉开

聊聊城城备备下下精精彩彩惠惠民民文文化化盛盛宴宴

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期间，聊城将奉上一系列惠民演出。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刘
春艳) 7月24日，聊城市地
税局涉税业务全市通办正
式运行，打破了涉税事项属
地限制，纳税人可以到任一
办税服务厅办理税务登记、
申报征收、发票代开、优惠
办理、证明办理、宣传咨询
等六大类23项涉税业务。

记者从聊城市地税局
了解到，涉税业务全市通办

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
是通办范围为聊城市范围
内均可办理；二是在不改变
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的前
提下，通过线上线下互通、
前台后台贯通和内部外部
联通，打破了涉税事项属地
限制，由传统的固定地点办
税服务厅单一受理转变为
纳税人根据便利、自愿原则
任意选择办税服务厅办理
业务。三是扩大了覆盖范

围，纳税人可以到任一办税
服务厅办理税务登记、申报
征收、发票代开、优惠办理、
证明办理、宣传咨询等六大
类23项涉税业务；四是避免
了纳税人“多头跑”、“多次
跑”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方
便了纳税人。

据介绍，为确保全市通
办工作在本月顺利上线运
行，省、市、县三级地税部门
联动，相关业务部门通力协

作，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了
金税三期系统机构重置、待
办业务清理、票证盘点、全
市办税服务厅的票证收缴、
人员岗位配置、票证下发及
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维护
等相关工作，圆满完成了同
城通办工作需要的各个系
统的配置和准备工作。该举
措将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
宽松便利的营商环境，助力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涉涉税税业业务务全全市市通通办办正正式式运运行行
纳税人可任意选择办税服务厅办理业务

本报聊城7月25日讯(记者 杨
淑君) 据悉，为助力聊城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聊城公交集团积极响应，
7月21日至23日期间，每天组织五个
党员突击队，共计60余名党员，利用
下班时间，对城区共计489组公交站
亭进行第二次全面清洗。

此次清洗公交站亭，聊城公交
集团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每天下午5点在各个路段同时开展
清洗工作。每个小组均配备专业的
高压清洗机，清理了候车亭玻璃、不
锈钢边框等显露位置，还重点打扫
了候车亭棚顶、长条候车凳下等不
易清洗的盲点，及候车亭内死角。

连续清洗三天，每天均持续到
凌晨3点左右。经清洗过的公交站亭
设施焕然一新，给市民乘客提供了
一个干净整洁的公交出行环境。

据悉，聊城公交集团连续多年
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当前，“创城”
工作掀起了公交人的创建热情，聊
城公交人将牢记责任担当，保持精
细化、标准化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坚
定信心、积极行动，全身心地投入到
创建工作中来，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出一份力，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城区公交站亭

第二次全面清洗完毕

2017年6月23日，由聊城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创业就业部同学组成的
心梦飞扬岗位见习服务队顺利抵达
志远教育补习班开展了以辅导学生
并增加自己教学经验的暑假社会实
践活动。本次活动不仅锻炼了同学
们的能力，开辟视野，更为以后的工
作打好扎实的基础。

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暑暑期期辅辅导导

挂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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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检验检疫局助企业

完成一批出口产品召回

近日，聊城检验检疫局指导聊
城一机械设备企业主动召回一批
存在质量隐患的激光加工设备，检
验、更换了存在问题的零部件进行
并更新了说明书，及时的措施获得
了意大利进口商的高度赞赏。图为
聊城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指导企
业对原零部件进行检验和更换。
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刘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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