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者
周梦爽) 11月30日，“2018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
动”暨“全市艾滋病检测咨询
月”启动仪式在聊城运河文化
博物馆小广场举行。本次活动
由聊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主办，聊城市疾病预防和控
制中心承办，聊城大学、聊城大

学东昌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
院协办。

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
滋病日”。记者从聊城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获悉，疫情呈上升
趋势，但全市疫情整体呈低流
行水平，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
络逐步健全，检测力度加大，通
过健康教育宣传，公众自我防

护意识增强。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

活动主题是“主动检测，知艾防
艾，共享健康”，意在强调开展
艾滋病检测工作对防治艾滋
病、实现“三个90%”目标和共
享健康生活的重要意义，明确
检测是知晓艾滋病感染状况的
唯一途径。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疫情
自2010年以来，呈上升趋势，
但全市整体疫情仍呈低流行
水平，发病年龄集中在20-39
岁 ，男 女 比 例 逐 渐 增 大 ，从
2009年的2：1增长到目前的
7：1。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专
家介绍，艾滋病自1981年被发
现，对人类的生存、社会和经

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目
前，聊城全市已建立自愿咨询
检测门诊25家，艾滋病初筛实
验室42家，全市122个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建
立了规范的艾滋病快速检测
点，基本做到了艾滋病检测全
覆盖，提高了HIV/AIDS的发
现率。

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聊聊城城建建成成112222个个艾艾滋滋病病快快速速检检测测点点

12月1日，由聊城市中心血站
联合聊城大学志愿者总队举办的
第四届聊城大学生无偿献血活动
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献血活动的
标题是“无偿献血，点亮生命”。聊
城大学志愿者服务总队联合市中
心血站献血服务科提前一周组织
学生自愿报名，合理安排各院学生
的献血时间段，并且在活动开始之
前向学生普及了无偿献血的相关
知识，告知学生献血的条件及注意
事项，以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连
续两天的低温，但志愿者依然充满
热情地坚持在活动第一线，帮助前
来献血的同学填写表格、检测血型
讲解注意事项等等。活动中共有
644人成功献血，其中包括聊城大
学东校区439人和聊城大学西校区
205人。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影报
道

无无偿偿献献血血，，点点亮亮生生命命

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
者 李军) 12月2日，东昌
府区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暨减排企业培训工作
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贾
相云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区
确定120家企业为今年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企业。

贾相云要求，各部门要
根据区里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制定本部门专项行
动方案。重点抓好工业污染
治理、秸秆禁烧、路面抑尘、
建筑工地扬尘防治等相关
工作的落实，采取更加严格

的手段有效降低秋冬季污
染物排放强度，减少重污染
天气发生的频次和程度，以
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
的贯彻落实。

贾相云要求，区政府应
急办接收市应急办重污染
天气应急信息后，1小时内
在区信息平台发布应急信
息，各镇街园区及有关部门
立即按照预警要求启动应
急响应，在接到预警通知2
小时内通知到相关单位落
实减排措施，并责任到人，
狠抓落实，切实减少污染排
放，确保不误时、不误事。全

区确定120家企业为今年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企业，各
企业都要聘请专家制定精
准的减排预案，明确到每条
生产线、每个生产工序、明确
到每台设备、每个责任人。经
信局、民营局、农业局和住建
局及镇街(园区)严格执行重
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的双“驻
厂员”制度，具体负责该企业
应急减排措施的落实。

贾相云强调，要加强督
查，强化问责。区应急指挥
部成立督导组，将对应急指
挥部成员单位应急响应落
实情况、重点排放企业、各

类施工工地等减排措施落
实情况等，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及时通报。对应急响应
期间偷排偷放、不落实应急
减排的企业，进行严厉处
罚。

各镇街园区镇长(主任)
及分管负责人、区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全区重污染天气
应急工作120家重点企业负
责人及所有驻厂员参加了
会议。会议邀请了市环科院
副院长、环保专家李庆坤讲
解了企业的“一厂一策”编
制办法。

东昌府区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会议

重重污污染染天天气气112200家家企企业业应应急急减减排排

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朱
晓睿) 针对近年来庭审工
作中突发事件、暴力抗法行
为不断增多的实际，东昌府
区人民法院建立四项制度，
确保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
紧急突发情况做到提前预
警、有效应对。2018年1月至
10月，共处理庭审突发事件
68件次，有力保障了庭审安
全。

在实际工作中，东昌府
区法院一是建立明确的责
任分配制度。各部门责任明
晰，密切配合，做到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二
是建立安全隐患信息采集
制度。每周由法警局内勤与
各业务庭室联系，对一周内
可能出现的庭审突发事件
进行采集汇总，并对相关当
事人、案件的具体信息进行
详细记录。同时各业务庭室

干警对临时掌握的安全隐
患情况随时汇报。三是建立
应急处理预案制度。针对安
检、提押和刑事、民事、行政
庭审5种程序中可能发生的
12类紧急突发情况，制定不
同的应急预案，涵盖处理原
则、处理步骤、注意事项等
多个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操
作性。在所有法庭和有关重
点部位安装实时监控系统
和声光报警系统，对法庭内

外情况进行全方位、全时段
监控与预警，出现紧急突发
情况根据应急预案迅速采
取应对措施。四是建立相关
单位用警联动制度。加强与
公安局及兄弟法院的联防
联动，各方指定专人任联络
员，负责日常情报互通和出
警联系。在押解、值庭、公判
及突发事件警力不足情况
下，互相协调出警，确保警
力充足。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法法院院四四项项制制度度保保障障庭庭审审安安全全

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者 杨
淑君) 12月3日，记者从聊城市旅
发集团获悉，经市旅发集团督促、施
工单位加快推进，城区运河航道清
淤工程，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施工，
城区运河河床淤积严重的湖南路至
东昌湖入口约1300米河道已经全面
清理完成。

据悉，一期工程中剩余的普通
线1km(运河东昌湖入口桥至渔夫
码头)、大环线400米(渔夫码头至水
浒码头)、古城线600米(水浒码头至
古城东南角楼段)，以及部分码头、
桥等点状清淤正在进行中。

城区1300米

运河河道清理完成

近日，聊城大学政管学院资助
管理部，在金色阳光艺术幼儿园开
展了“安全回家 阳光成长”的儿童
防拐骗活动。通过此次活动，既可以
帮助儿童增强对陌生人的防范意
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又能教给儿
童一些预防拐骗以及被拐后如何自
救的知识。 (高宇 张蕾)

安全回家 阳光成长

近日，聊城大学政管学院资助
管理部在革命先烈纪念堂举办“勿
忘耻辱 感恩先烈”活动。通过本次
活动，让后代牢记在战争中牺牲的
革命烈士，缅怀在争取民族独立和
自由过程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向
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张可鑫 高一帆)

勿忘荣辱，感恩先烈

挂失声明
李静静不慎将聊城交运集团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
保押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
0004819，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
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
声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华艺玻璃镜

品壁纸不锈钢经营部开户许可证
不 慎 丢 失 ，开 户 核 准 号 ：
J4710005073001，法定代表人(单位
负 责 人 ) 刘 继 香 ，账 号 ：
638900308910101开户银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振兴路支
行，特此声明。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
者 杨淑君) 3日，记者从
聊城市旅发集团获悉，现行
建设的京杭运河样板段工
程进展迅速，沉砂池清淤、
二干渠河道扩挖升级改造
等工程已经完成，河道两岸
美景初现。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旅
发集团与市财金公司密切
协作，积极推进运河样板段
工程建设，倒排工期、科学

调度，加快工程进度，努力
将样板段打造成为水利风
景区、运河经济带、城乡旅
游综合体，尽早为广大市民
提供一个更加优美的休闲、
娱乐环境。

据悉，京杭运河样板段
工程是根据京杭运河(聊城
段)旅游产业综合开发项目
规划，先行建设的样板段
工程，分为二干渠康健运
动区、沉沙池运河文化展

示休闲区及四河头遗址公
园区三个区段，全长3 . 3公
里。河道按三级航道标准
扩挖疏浚，设计河口宽度
1 0 0 — 1 2 0 米 ，水 面 宽 度
60—80米，水深不低于3 . 2
米。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扩
挖疏浚、驳岸、码头、节制
闸 、人 行 桥 、文 化 休 闲 广
场、人行步道及自行车道、
景观绿化等。

目前，沉沙池清淤、二

干渠段河道扩挖提升改造
已完成。完成两孔(单孔宽
度12米)航道节制闸一座，
服务建筑3座。完成二干渠
两岸及四河头区域绿化面
积约20万平米，修筑栈道7
座，廊架3座，杉木桩驳岸
1 . 5万米，园路及其他各类
硬质铺装约2万平米，河卵
石驳岸及景石摆放约2000
吨，风舞花丘土方填筑35万
方。

运运河河样样板板段段工工程程部部分分工工程程完完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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