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邹俊美 李怀磊 ) 4月23

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聊城
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发布《关于对鲁化路 (东昌
路—建设路)实施交通管制的
通告》。根据通告，为确保道路
排水照明工程建设的顺利实
施，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行

交通管制。
自2018年4月28日开始至

2018年6月30日，鲁化路(东昌
路—建设路)机动车道实施全
封闭施工; 2018年7月1日至
2018年8月31日，鲁化路(东昌
路—建设路)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实施全封闭施工 ;
2018年9月1目至2018年9月30

日，鲁化路(东昌路—建设路)
实施人行道全封闭施工。

通告指出，在施工区域
附近通行的车辆，请自觉按
照交通民警和施工现场人员
的指挥通行，车辆禁止超车、
超速行驶和乱停乱放。违反
通告，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
罚。

注意！鲁化路(东昌路—建设路)将全封闭施工

2288日日起起，，该该路路段段将将实实施施交交通通管管制制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姜海峰) 4月22日，聊城阳

谷县人民法院在淘宝司法拍
卖平台公开拍卖一个尾数为5
个9的手机号码，有25人报名
参加竞买，经过119轮激烈竞
价后，最终以483300元成交，
溢价率高达229 . 76%。据悉，这
是聊城手机号码公开拍卖以
来的第一高价。

今年1月9日，阳谷法院做
出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
行人张某某使用的手机号码，
该手机号码经评估使用权价
值为146560元。4月22日，经过
119轮激烈竞价，这个手机号
码最终以483300元成交。

据介绍，为了切实维护胜
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阳谷法
院责令被执行人张某某报告
财产、限制消费、穷尽财产调

查措施，在即将进入终本程
序时，在通信公司了解到张
某某使用的该手机号码的线
索，并立即做出查控该手机
号码的裁定，后委托评估公
司对该号码的价格进行评
估，最终如期顺利拍卖。据了
解，买受人将于23日支付全
部拍卖款项，法院也将于近
期把执行款项及时过付给申
请执行人。

25人报名参加竞买，119轮激烈竞价

““老老赖赖””手手机机号号拍拍出出4488万万天天价价

4月11日，在东昌府区沙
镇镇任庄村村民龙运才的大
蒜田里，间作的响富苹果树长
势旺盛、生机盎然。“政府给我
种了3亩苹果树，每年每亩有
650元的土地流转费用，以后
苹果树还能归自己。响富苹果
树的产量较大，按亩产至少
5000斤苹果来算，这是一笔非
常可观的收入！”谈起这3亩苹
果树，龙运才掩饰不住内心的
高兴。

2017年，东昌府区以“创
森”为契机，在高速公路、铁路
及主干路两侧发动沿线群众
大力发展经济林，仅在沙镇德
商高速两旁就栽植响富苹果
树600多亩。“这些苹果树采用
主干形树形，以4米的行距、2
米的株距密植。经科学管理可
实现3年见果，5年丰产，加速
推动农民生活达到小康目
标。”区林业局工作人员张茂
华说，2017年春天，全区共发展

经济林2920亩，其中苹果848
亩、桃1195亩、梨110亩、核桃
493亩，总面积达2 . 43万亩。

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东昌府
区抓住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这
一机遇，大力开展经济林建
设，抓好现有果树示范点的建
设，以点带面促进果业振兴。
截至目前，东昌府区今年发展
经济林面积1300亩。

(孟庆剑 牛玉强)

东昌府2 . 4万亩经济林成富民产业

东昌府区扎实开展精神
扶贫提升工程，注重扶贫与扶
志、扶智、扶技、扶业相结合，
着力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
自主脱贫的志气和本领，着力
引导群众愿脱贫、能脱贫、敢
脱贫、会脱贫，推动贫困地区
和贫困群众思想观念由“要我
脱贫”向“我要脱贫”、“我能脱
贫”转变，为打好脱贫攻坚战

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思想引导“扶志”。以思想

引导为前提，把扶志摆在优先
位置，切实转变贫困群众传统
观念，破除“等、靠、要”贫困心
理，引导群众“愿脱贫”。典型
引领“扶智”。注重加强对脱贫
典型的培养、总结、提炼工作，
树立标杆，优选脱贫示范项
目，培育脱贫引路能人，推动

贫困群众“敢脱贫”。
能力培育“扶技”。全区以

能力引领为根本，提升贫困群
众的文化素质和实用技能，增
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支
撑群众“能脱贫”。项目帮扶

“扶业”。根据贫困成因，因村
因户安排扶贫项目，量身定制
脱贫措施，确保群众“会脱
贫”。 (仝兴社)

东昌府区：精神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钙”

案情简介：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

人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
的存在，也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生活才
能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年老之人往往已
无力再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而更倾向于依
靠原有的社会关系得到精神慰藉——— 精
神慰藉此时常常远比物质更为重要，此时
近亲属的慰藉便是最好的选择。诚能如
此，你我终老之时，无论遭遇何种意外，或
能得到更多慰藉。

本次案件的原告二人与被告杨某为
近亲属关系。在多年前段某出资建造了位
于农村的一处房屋。段某的弟弟几年前因
病离世，原告二人见其弟的妻子(即被告
杨某)与孩子生活困难，便将该处房屋让

与他们居住。现原告二人计划回农村养老
送终，便向被告提出希望双方能签署一份
协议原告百年之后可以在此处养老送终，
但该请求被被告拒绝。所以原告才打算通
过法院法官主持公道来解决家庭矛盾。

本案原告方提起诉讼实际是想借法
律之名,维护亲情之实。根据《物权法》第三
十五条的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
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
危险。本案原告为物权人，被告妨害物权
的行使且该妨害仍在持续，故原告有权依
据《物权法》请求其排除妨害。

通过法院法官及律师的协调工作，当
事人双方经过冷静的思考最终达成了一
致意见：被告同意与原告二人签订协议，
原告可以在此处颐养天年、养老送终；原
告也同意被告及其子女继续在此居住。

律师点评：
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除了维护公

平正义的法律和真相，我们还有珍贵
无价，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其实，对
于近亲属之间的纠纷，除非矛盾冲突
无法自行解决以致诉至法院，否则，
当事人之间本着家庭和谐的态度互
相体恤谅解、相互帮助才是我们最希
望看到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当前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毛祥智律师简介

现任职务：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
务所交通法律事务部主任。

主要从事领域：交通事故、经济纠纷、
婚事家庭、刑事辩护等诉讼业务。

家庭矛盾如何解决？法理？人情？

咨询电话：0635--7072996 地址：聊城市开发区黄河路与华山路交叉口友联文化商城五楼

微信咨询 官方公众平台

近年来，在市区两级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帮扶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侯营镇因地制
宜，通过抓队伍、搞产业、促创业
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开展农村扶
贫开发工作，有效地推动了农民
脱贫致富，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2016该镇完成了807户贫困户、
1347人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2017年剩余的35户贫困户、64人
年底全部脱贫，实现了邓庄村、
孙楼村和岳庄村脱贫摘帽。

同时，侯营镇把扶贫工作
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帮扶
干部通过走访贫困户，与贫困
户聊天，详细调查，了解贫困
户的实际需要，对存在的问题
对症下药，有的贫困户适合种

植养殖，给他们送技术，有的贫
困户适合外出打工，给他们联
系保洁公司和附近企业等给他
们安排就业，有的村利用扶贫
专项资金建起蔬菜大棚、养驴
场、养鱼场等，通过创收分红等
多种形式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扶贫真正扶到根上、扶到点子
上。 (罗立华 李思哲)

东昌府区侯营镇因地制宜助推精准扶贫

乡村蝶变展新颜———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张炉
集镇聚焦生态美、生活美、生
产美的总体追求，大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加快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步伐。

张炉集镇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目前已形成蔬菜、林果、畜
牧三大支柱产业。通过抓好农
村土地流转、实施产业扶贫
等，实现农村产业振兴，使农
民腰包“鼓起来”。不仅如此，
今年以“创森”工作为契机，抢
抓春季植树黄金季节，结合村
集体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经济
林，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优化环境推动“生态美”。
张炉集镇以城乡环卫一体化

为抓手，实现村庄“全净化”。
落实好河长制，让清清河流

“美如画”。同时，抓好农村公
路建设，实施高标准绿化。

提升服务带动“生活美”。
近日，张炉集镇人社所联合村
级协理员，提前告知年满60周岁
参保百姓及时核对个人信息和
发放账号，确保养老金顺利发
放到个人；通过多渠道宣传最
新惠民政策，确保辖区居民生
病看病都能享受到报销政策。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综
合性的系统工程，张炉集镇将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
优质发展，聚焦群众期盼，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张炉
集镇党委书记张琰表示。

近年来，侯营镇在确保全
面完成脱贫目标的基础上，重
点完善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因地制宜搞
好产业扶贫工程，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
主导产业，同时，对贫困户开
展各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
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到“造
血”式扶贫的转变。

领导重视，保障有力。镇
党委、政府确立实现全面脱贫
的总目标，实行领导带头，班
子成员包村，包村干部和村

“两委”班子、党员具体实施的
三级联动机制，确保每个贫困
户都有帮扶干部，同时定期组

织专项检查，对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总结。

合力攻坚，改善设施。在
工作实施过程中，该镇注重通
过组织协调，与结对帮扶单位
紧密配合，引导各方力量参与
扶贫工作。按照“五通十有”的
原则，共同筹集资金1000余万
元，大力改善贫困村基础设
施。

精准扶贫，成效明显。大力
发展种养等产业项目；大力发
展光伏产业；积极开展贫困户
邻里互助工作。另外，为该镇
139户贫困户购买人身意外险，
防止已脱贫贫困户因病、因伤、
因重大事故返贫。 (仝兴社)

东昌府区侯营镇

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为更好地落实精准扶贫
工作，切实做好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人员的帮扶，东昌
府区沙镇镇积极部署行动，
在辖区内开展健康扶贫工
作。

坚持精准扶贫、分类施
策。在核准农村贫困人口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基础
上，采取一户一档、一人一卡，
精确到户、精准到人，实施分
类救治，增强健康扶贫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按照患病病种，
符合集中救治的，落实集中治
疗措施；符合慢性病签约服务
的，开展健康管理；符合重病

兜底条件的，落实兜底政策，
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对
因病致贫的人口签约服务全
覆盖回头看。看服务对象是否
一个不漏签约，看签约医生是
否及时履约，定期到患者家中
提供诊疗检查服务。要求每位
帮扶责任人入户宣传时广泛
征求群众对健康扶贫工作和
服务工作人员意见，及时整
改。

镇纪委不定期对健康扶
贫工作开展专项督导检查，确
保健康扶贫各项政策落实到
位，健康扶贫不落一人。

(牛玉强 郑成亮)

东昌府区沙镇镇健康扶贫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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