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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召开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动员大会

守守护护舌舌尖尖安安全全，，让让群群众众吃吃得得放放心心
本报聊城 1 0月 1 8日讯

(记者 周梦爽 ) 1 0月1 8
日上午，东昌府区召开创
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动员
大会。本次动员大会旨在
全面贯彻落实全市创建省
级食品安全先进城市动员
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东昌府
区的创建工作任务，动员全
区上下统一思想，确保圆满
完成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城
市创建任务，切实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东 昌 府 区 区 委 副 书
记、区长刘培国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会上宣读
了东昌府区创建省级食品

安全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区食药局、区农业局、新区
街道办事处、沙镇镇政府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作
出发言。

刘培国指出，东昌府
区作为主城区和驻地区，
与市委、市政府同步开展
食品安全创建工作是义不
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任
务，必须全面抓好落实。近
年来，东昌府区不断加大
食品安全工作投入，全面
落实“四有两责”，着力提
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全
区 食 品 安 全 形 势 稳 定 向
好，但与上级要求和群众

期盼相比仍有差距；另外，
东昌府区食品产业规模小
而分散，缺乏有影响、叫得
响的龙头品牌企业。这需
要全区上下以开展省级食
品安全先进区创建工作为
抓手，还要充分认识创建
工作是加快食品产业新旧
动能转换的有力推手。

刘培国强调，在未来
工作中，要突出重点，扎实
做好创建食品安全先进区
各项工作；要加强领导，确
保食品安全先进区创建任
务圆满完成；要加强宣传引
导，切实增强全民食品安全
意识；要加强督导考评，层

层追究责任，如期完成好各
项创建任务，切实保障好广
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区食药局局长张凡红
在发言中表示，区食药局将
加强组织领导与教育宣传，
以创建为契机，加大对三小
和学校周边的整治力度，减
少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对
发现的违法行为一律严厉
查处；同时要加大监督抽检
工作力度，提高筹建覆盖
面。区食药局将严格落实动
员大会的统一部署，忠实履
职、尽职尽责确保创建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向全
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0月18日上午，聊城体
彩志愿者服务大队成立大会
举行，聊城市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主任张浩当选为聊城市
体育彩票志愿者服务大队第
一任队长，共青团聊城市委
宣传统联部部长、聊城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宋培涛
为聊城市体彩志愿者服务大
队授旗。

出席成立大会的领导有
共青团聊城市委宣传统联部
部长、聊城市青年志愿者协
会理事长宋培涛同志，聊城
市体育局副调研员武的平同
志，聊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主任张浩同志，以及聊城
市体彩近百名志愿者代表
们。会议上，宋培涛同志宣读
了关于成立聊城市体育彩票
志愿者服务大队的批复；全
体会员审议、表决通过了《聊
城市体育彩票志愿者服务大
队章程》(草案)；表决通过了
志愿者服务大队队长、副队
长、秘书长名单。

聊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主任张浩作为志愿者服务
大队第一任队长讲话，指出
服务大队的筹备、组建和本
次成立大会的召开，得到了
共青团市委和市体育局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广大体
彩网点业主、销售员积极报
名，截至成立大会召开之际，
全市体彩系统共有79人注册
成为聊城体彩志愿者。聊城
体彩志愿者服务大队将在团
市委和市体育局的指导下，

认真履行《聊城体彩志愿者
服务大队章程》，充分发挥理
事会的作用，民主办会，坚持

“群众诉求、社会所需、力所
能及”的原则，以志愿者的耐
心、细心和热心，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聊城体彩志愿者服务大
队的宗旨是遵循党的基本路
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奉行

“公益、公信、爱心、奉献”的
志愿者精神。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秉承“公益体
彩、与爱同行”的理念，团结
和组织聊城市体彩志愿者以
及有爱心的各界人士，共同
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努力。
聊城体彩志愿者服务大队的
成立是山东体彩“扶贫助学、
济困赈灾、健身全民、公益公
信”公益形象的具体体现，也
是深入落实十九大精神，打
造可信赖的，负责任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的新时代发展需要，同时也
体现了体彩工作者的意愿和
要求。

聊城体彩走过了18年的
发展历程，从年销量几百万
到接近6亿元，实现了跨越式
的发展，累计募集公益金超
10亿余元，组织开展扶贫、助
学、济困、赈灾、助老等各种
公益活动。“公益体彩扶贫助
学”、“公益体彩快乐操场”、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慈善晚
会”等体彩的品牌活动享誉
全国。聊城体彩志愿者服务
大队成立后将积极拓展全民

健身、便民利民等志愿服务
新领域，传播“公益体彩，乐
善人生”的理念，打造具有特
色的体彩志愿服务品牌，不
断扩大体彩影响力，成为连
结体彩工作者与社会的新型
纽带，通过做好事、献爱心的
实际行动，为社会弱势群体排
忧解难，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互
助互爱的传统美德，让志愿服
务在体彩大家庭中薪火相传，
促进体育事业、体彩事业和志
愿服务事业和谐发展。

聊城市体育局副调研员
武的平指出，聊城市体彩行
业始终致力于社会公益事
业，“公益体彩爱心行”、“公
益体彩爱心操场”、“公益慈
善晚会”等品牌活动已经深
入人心。体彩志愿者服务大
队的成立，不仅为进一步开
展志愿服务搭建了平台，更
是深入贯彻落上级精神，助

推志愿服务项目化、规范化、
制度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志愿服务是一项传承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时代
文明新风的崇高事业。聊城
体彩志愿者服务大队的成立
标志着聊城体彩志愿服务工
作进入了规范化管理的新阶
段，聊城体彩将紧密围绕中
心工作，结合城市文明单位
创建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扎实开展志愿服务主题
活动，推动聊城体彩事业与
志愿者服务上下互动、共同
行动，深入基层一线、窗口单
位开展志愿服务，努力提升
体彩志愿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和美誉度，全力打造“体彩与
志愿服务结缘、公益与志愿
事业携手”的公益理念，让体
彩事业更好地融入到志愿服
务当中，为全市经济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聊聊城城体体彩彩志志愿愿者者服服务务大大队队正正式式成成立立
张浩当选第一任队长

为聊城市体彩志愿者服务大队授旗。

10月17日上午，中保华一保安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聊城分公司开业。聊城分公司总经理万祥旺在致辞中
表示：公司将秉承忠诚、感恩、担当、专业的服务宗旨，
将在党、政府、公安机关的监督指导下，作为一种辅警
力量，以人民保安为民安的理念服务好水城人民，为社
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唐学钰 摄

中保华一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开业

本报聊城10月18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马啸) 近日，聊城
高级财经职业学校信息工程系“白
云”志愿者服务队20余名学生利用
课余时间，在校学生处科长张国辉、
系团总支副书记陈鲁光带领下，再
次走进古楼办事处龙湾社区开展结
对帮扶创城文明宣传活动。

学生志愿者们携带活动主题条
幅，身披绶带，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工
作人员的组织下，按照社区南门附
近、社区内和社区周边各商铺三个活
动责任区分成三个宣传组，分别向来
往或休息的居民和商铺经营者发放、
讲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倡议书》、

《低碳环保倡议书》、《“文明出行，你
我同行”倡议书》，进行文明创城宣
传，让居民更加了解符合社情民意、
惠及千家万户的全市文明创城重大
决策，宣传倡议大家继续积极行动，
行文明路，开文明车，做文明人，打造
低碳环保、绿色健康的社区环境，为
全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此次活动再次得到了社区居民
委员会和小区居民的支持和赞赏。
志愿者们通过活动也锻炼了口才与
社交能力，提高了自身的文明素养。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学生志愿者再赴龙湾社区

开展文明帮扶创城

本报聊城10月18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王维林 肖贵忠)

10月17日，在九九重阳节来临之际，
聊城市技师学院经济管理系孔繁森
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带着精心准
备的礼品，来到东昌府区兴业社区马
官屯村，开展送关爱慰问老人活动，
受到社区领导和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志愿者们的慰问和关爱，让老人们度
过了一个温暖开心的老人节。

社区有位92岁的曾邓氏老奶
奶，由于不小心受伤卧床养病。在社
区负责人的陪同下，队员们首先来
到了她家，向她致以节日的问候，并
询问病情，将室内卫生彻底打扫，把
水缸打满水，并与她的家人互留电
话，以便后期更方便慰问志愿服务。
随后，志愿者们又慰问了90岁的曾
路氏老人和96岁高龄的李兰亭老
人，向她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慰问，
受到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社区居民纷纷竖起大拇指，夸
赞技师学院孔繁森志愿者服务队始
终如一，全心全意服务老百姓，为志
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做出了表率。

聊城市技师学院

孔繁森志愿者服务队

关爱慰问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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