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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1月15日讯(记者
李德领) 16日，2018华为手

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4轮
比赛将在各主场开战，山东景
芝酒业队摆擂菏泽，迎战重庆
爱普地产队。主客两队均为甲
级联赛的老牌冠军队伍，这场
终极对冲将有五位九段国手、
四位世界冠军轮番登场，鲁军
主帅曹大元九段现场挂盘讲
解，世界冠军与棋迷对弈手谈。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纹枰盛宴
举城共欢。

作为中国体育三大职业联
赛之一的全国围棋甲级联赛
(简称围甲)，自1999年开始至
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9届，本赛
季共有全国14支劲旅参加，聚
集了国内及韩、日围坛几乎所
有顶尖高手参加，代表了当今
世界围棋的最高水平。围甲联
赛采用主客场和赛会制相结合
的比赛方式，本轮比赛是山东
队今年最后一个主场战役，鲁
渝两军对阵，均高手云集，可谓
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因此双方
争夺必将异常激烈，看点多多，
成为本轮围甲最受关注的一场
比赛。

据悉，山东队和重庆队都
是曾经的围甲冠军，同为甲级
江湖的老牌劲旅。其中重庆曾

九次登顶，鲁军也于2010年折
桂。而棋坛新秀争相涌现，老牌
强队率先受到冲击。平均年龄
26 . 17岁的重庆队已不算年轻，
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十。山
东队则历来注重发掘新人，帐
下世界冠军均为9 0后，其中
1998年生人的范廷钰16岁便勇
夺应氏杯冠军。本赛季鲁军小
将伊凌涛以惊人的十连胜震惊
棋坛，目前老瓶装新酒的山东
队在积分榜上排名第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此次比赛由中国围棋
协会主办，共青团菏泽市委员

会、菏泽市体育局、菏泽市教
育局承办，菏泽市中华文化促
进会、菏泽市围棋协会、菏泽
市海外联谊会、菏泽中心(菏泽
浩宇置业有限公司)协办，比赛
将于16日在菏泽中心体验馆
开战，上午11：00开始三盘慢
棋比赛，快棋赛于下午13：00
开始。正式比赛之外，鲁军将
士们还带来主场福利，由著名
国手曹大元九段将现场挂盘
讲解。比赛结束之后，曹老还
将率领范廷钰、江维杰等世界
冠军与当地棋迷进行别开生
面的车轮战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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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牡丹丹区区开开展展

道道路路交交通通安安全全专专项项整整治治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明
金) 近期，牡丹区为促进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组织交通、
公安、住建、教育等部门，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整治活动以客货运输安全为
重点，突出校车、客车、危化
品运输车辆、渣土车等重点
车辆，实施部门联合执法。其

中公安部门重点加强对路面
的巡查和管控，严厉打击酒
后驾驶及超速超载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交通部门重点
打击运输车辆非法营运行
为；住建部门牵头做好渣土
车等建筑施工相关车辆的安
全管理；教育部门牵头做好
校车安全集中整治。

成成武武县县

深深化化安安全全生生产产隐隐患患排排查查治治理理工工作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国
栋) 为贯彻落实在成武县
召开的菏泽市危险化学品专
项整治调度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吸取教训，深化危险化
学品专项整治工作，成武县
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县
政府常务会议进行专题研究
部署，确定在结合“大快严”
专项行动继续深化隐患排查
治理行动，在全县开展大教
育大培训活动。

首先，强化措施、落实责
任。实施县级分管领导每周
至少半天的时间研究部署安
全生产工作的工作机制，按
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方
案，由各行业领域县级分管
领导带队督导检查。截止目
前，全县共计排查生产经营
单位427家，排查出隐患624
条，当场整改512条，责令整
改112条。建立专家排查隐患
机制，坚持每季度聘请专家
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隐患排
查。

其次，建立督查问效机
制。针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
患，由安监部门进行集中梳
理、通报公示，建立“四个清
单”；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销号制度，建立了隐
患排查复查台账，达到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
理”。

然后，以“双体系”建设
为抓手推进隐患排查治理。
多次聘请专家对创建单位进
行督促指导，确保一次性通
过评估验收，目前全县13家
化工企业全部通过评估。

最后，分层分期进行
大培训大教育。通过深化

“大快严”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治理行动和培训教育，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行业监管责任更加明确，
企业员工安全意识进一步
得到加强，确保了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有效防
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的发生。

本报菏泽11月15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这个交叉口的污

水井往外冒污水很长时间了，
却迟迟不见人管。”近日，壹粉

“大西瓜”通过齐鲁壹点情报站
平台反映，位于黄河路与句阳
路交叉口东南角的两个污水井
不断往外冒污水，不仅异味很
大，由于位于拐弯处，骑车的行
人途经此处很容易滑倒。随着
气温不断降低，路面一旦结冰，
更具有安全隐患。15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对此事进行
实地采访。

壹粉“大西瓜”称，他居住
在黄河路与句阳路交叉口附近
一小区，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
该路口，而从几个月前，该路口
东南角的两处污水井就不断往
外冒污水，却一直不见相关人
员处理。污水井的旁边就是一
处公园，每天途经此处的人很
多，尤其是老年人。“如今已经
入冬，气温不断降低，一旦路面
结冰，具有很大安全隐患。”他
说。

15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
事发地点，在交叉口的东南角
确实看到两处污水井不断往外
冒污水。虽然已经入冬，还未走
近，已有臭味袭来。南侧的污水
井未看到井盖，上面被人盖了
一张厚度一寸左右的木板，但
仍未完全遮盖住井口，已经溢
满的污水不断从中流出。记者

试着投进石子，发现井道中的
水很深。位于东侧的另一处污
水井虽盖有井盖，但仍有污水
冒出。两处污水井冒出的污水
汇集在一起，长度几十米，几乎
覆盖了整个弯道。

记者看到，该路口东南方
向有一处公园，而进入公园便
要踏过污水覆盖的路面。“这里
的污水已经流了好几个月了，
南侧的污水井是我用木板盖住
的。”公园旁一摊主告诉记者，
由于木板禁不住车辆碾压，她
已经换了好几次了。每天都有
很多人到公园里散步、锻炼，其
中不乏老人和孩子，一旦孩子
掉进去，得有多危险。“这不是
刚修了路，下水道怎么没弄
好？”她说。

针对该事，记者先后联系
了菏泽市城市管理局和牡丹区

公路局。据牡丹区公路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黄河路是由牡丹
区公路局路桥公司承建的项
目，而句阳路由牡丹区住建局
负责。根据设计图纸，黄河路与
句阳路的雨污水管网是相连
的，目前，黄河路雨污水管网已
经通了，而该交叉口的两处污
水井冒出水是由于句阳路雨污
水管网没有施工完毕造成的。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牡丹
区住建局，其工作人员介绍，该
交叉路口的污水井冒污水主要
是句阳路北段雨污水管网不
通。由于句阳路两边没有拆迁
完毕，致使无法填埋雨污水管
网，他们目前能做的就是联系
施工单位，尽早将污水抽出，不
影响市民出行，并将此事上报。

对于此事进展，本报将持
续关注。

““这这里里冒冒污污水水好好几几个个月月啦啦，，快快来来治治理理下下””
相关部门：尽快联系施工单位将污水抽出

男男子子““隔隔夜夜酒酒””开开车车上上高高速速被被查查
面临记12分、暂扣驾证6个月、罚1000元的处罚

本报菏泽11月15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庞
曼) 14日，菏泽市高速交警
五大队民警在菏泽收费站执
勤时查获一男子酒后驾驶机
动车，该男子被依法处置，其
面临一次性记12分、暂扣驾
驶证6个月，被罚款1000元的
处罚。

据五大队民警介绍，14
日上午9时许，他们在辖区菏
泽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
车牌号为鲁HA137S的小型
汽车形迹可疑，五大队民警
便上前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
接受检查。在交谈过程中细
心的民警闻到驾驶人身上有
酒味，便立即取出酒精测试
棒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测试，
结果精测试棒一直闪烁。

民警判断驾驶员有酒驾
嫌疑，驾驶员韩某辩解说，他
是前一天晚上喝的酒。随后，
民警遂将其带回中队进行呼
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显示为
77 . 2mg/100mL，系酒后驾
驶。

经了解，韩某是从嘉祥
老家回菏泽，前一天的晚上
在老家和朋友喝酒，从晚上
七点喝到九点多，喝了大约
半瓶白酒，觉得自己没事睡
一觉便开车上高速了。没想
到一夜过去，还是被测出酒
驾了。

面对检测结果，韩某后
悔不已，按照相关规定，驾驶
员韩某因饮酒驾驶机动车将
面临一次性记12分、暂扣驾
驶证6个月，被罚款1000元的
处罚。

喝酒后多久能开车？交
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别
以为饮酒后，休息几个小时
或睡一觉以后，就可以把体
内酒精代谢完，这其实是个
误区。查处酒驾不是以驾驶
员饮酒后和再次驾车间隔的
时间为依据，而是根据驾驶
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
准，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代
谢程度不同，交警建议，驾驶
员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
开车。

虽盖了木板，但仍未完全掩盖住井口。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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