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1月21日讯
(记者 王成 通讯员 张
静) 11月19日，山东省“泰
山科技论坛”(聊城)筹备工
作推进会议在光岳宾馆召
开。聊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秦存华出席并讲话，市委组
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任尚显主持会议。山东省大
数据研究会以及部分企业
家，市直有关部门、临清市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和聊城大学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调
度前期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任务，为
27日—29日“泰山科技论
坛”在聊城市召开做好准
备。会上，市金融监管局、临
清市政府、聊城大学分别介
绍了前期对接工作情况，山
东省大数据研究会和市科
协分别介绍了论坛概况和
实施方案。

秦存华在讲话中对本
次论坛筹备工作给予肯定。
他指出，这次以“数字经济
与金融科技”为主题的高端

学术峰会在聊城市举办，充
分体现了省科协和省里各
有关单位对聊城市工作的大
力倾斜支持，也是聊城市“双
招双引”工作的重要内容，对
于探讨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
与实践，展示现代金融科技，
推动聊城市数字经济和现代
金融服务，助力聊城市新旧
动能转换和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

秦存华强调，要对标国
际国内一流标准，以精益求
精的态度，全力以赴推进论
坛筹备工作。一要增强责任
意识，做好工作分工，明确
责任人员，扎扎实实、不折
不扣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的落实。二要增强时间观
念，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每一
天，从每一个环节争取时
间，迅速行动，不等不靠，自
我加压，查缺补漏，加快推
进各项工作。三要增强效率
意识，迎接这次峰会时间
紧、任务重，必须通过提高
效率来扩大成效，勇于拉高
标杆，敢于自我加压，与工

作较劲，全身心地投入到各
自的工作之中。四要注重工
作细节，从大处着眼、从小
处着手，在细节上下功夫，
各项工作都要做到零差错、
无失误，针对可能出现的突
发事件都要事先有预案，做
到成竹在胸。

秦存华强调，举办本次
“泰山科技论坛”的意义重

大，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政
治和全局的高度，把做好大
会筹备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肃
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细致
的工作作风，按照高标准、
高质量、高水平的标准，密
切配合，团结协作，以实际
行动和辛勤劳动，确保峰会
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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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21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金增秀 沈彤) 2019年是
鲁渝扶贫协作“工作落实
年”，聊城市卫生健康委进一
步加大对重庆市彭水县的帮
扶力度，切实提高两地卫生
健康扶贫协作工作水平，以
真帮实干奋力谱写鲁渝健康
扶贫协作的时代篇章。

11月12至15日，聊城市
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宋汝祥，委四级调研员李
相田带队到彭水县就两地
健康扶贫协作工作进行洽
谈交流，彭水县副县长谭毅
力陪同活动。13日，在彭水
县召开对接工作会上，东昌
府区人民医院、临清市人民
医院等7县(市、区)人民医院
分别与彭水县7家医疗机构
签订了帮扶协议。

交流活动期间，宋汝

祥、李相田到彭水县人民医
院、彭水县中医院、郁山镇
和部分乡镇卫生院看望慰
问支医人员，详细询问其工
作生活情况，实地查看其生
活工作环境，鼓励大家克服
困难，坚守岗位，为鲁渝两
地健康扶贫工作作出积极
贡献。随行各医疗机构人员
深入帮扶地区进行实地调
研，聊城市脑科医院副院长
范书山、阳谷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李贵才举行专题讲座
培训医技人员，进一步提高
彭水县卫健系统医技水平。

目前，聊城市已累计选
派优秀卫生技术人员52名
在 彭 水 驻 点 协 作 ，发 挥

“传”、“帮”、“带”作用，助力
彭水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在基层医疗机构成功开展
膀胱切开取石术、超声造影
检查及早期肺癌低剂量CT

筛查等新技术，填补了彭水
县多项医疗空白；涌现出市
中医院援渝医生王才进、陶
业伟“路遇车祸，援渝医生
热心施救”的典型事迹；培
养了一批带不走的本土医

疗队伍，充分体现了聊城市
医务人员仁心妙术、济世为
怀的大医精神，诠释了孔圣
故里“以人为本、仁爱四方”
的千年传承，塑造出东西部
健康扶贫协作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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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帮扶协议。

本报聊城11月21日讯
(记者 王成) 11月19日上
午，聊城市会计行业协会第
一届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暨
成立大会举行，标志着聊城
市会计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科长班保超、聊城教练型
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建强、济
南代理记账行业协会执行
会长王斌、凤城会·聊城企
业家俱乐部会长刘东明等
出席会议。

会上，协会筹委会代表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协会筹备
情况，班保超向与会人员宣
读了《关于申请成立聊城市
会计行业协会的批复》，大会
依次表决通过了《聊城市会
计行业协会章程》(草案)，《聊
城市会计行业协会会费收取
标准和管理办法》，协会理事
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

监事选举办法。最终经与会
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了协会
会长1名、副会长6名、秘书长1
名、理事3名、监事2名，谢朝华
当选会长。随后与会领导为
当选人员颁发了证书。

协会首任会长谢朝华在
会上表示，协会将构建交流、
合作、服务的平台；实现信息、
经验、资源的共享；发展行业
环境、政策环境、法规环境；搭
建政府与会员、会员与会员、
会员与企业的桥梁，在促进行
业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为全市会计行业和地方经
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据介绍，聊城市会计行
业协会是经聊城市行政审
批局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
社会组织，协会以维护行业
合法权益，反映行业诉求，
协调行业之间关系，规范行
业行为，维护公平竞争与市

场秩序，促进会计行业的健
康发展为主要职能，成立后
将主要开展财税政策及法
律法规宣传，组织行业交
流、理论研究、资格培训及
考试，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发布行业信息，开展行业自
律监管、人才建设、推荐，进

行财税培训及咨询服务等
活动。协会致力于在促进行
业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为全市会计行业和地
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聊城市会计行业协会
联 络 方 式 ，林 美 婷 ：
18678820820。

聊聊城城市市会会计计行行业业协协会会正正式式成成立立
谢朝华当选首任会长

谢朝华当选首任会长。

本报聊城11月21日讯(记者 张
超) 20日，记者从“12345”市长热线
获悉，针对聊城市城区各条道路商
贩占道经营的现象，聊城市城市管
理局多措并举，今年以来，共清理取
缔店外经营、流动摊点2万余处；查
扣占道经营三轮车1127辆；乱摆广
告灯箱1642处。

不断加强工作调度，突出工作
重点，集中治理与分散治理相结合，
加大力度取缔马路市场。对城区主
要道路及沿街门面店外经营逐一清
理，对流动摊点、占道经营进行严管
重罚。

同时，加大查扣力度，对不服从
管理的，按照执法程序，依法对其违
规经营物品进行暂扣。加强错时值
班管理。日常巡查与错时管理相结
合，对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多的路段
加大巡查力度，不留空挡。

开展城区道路“微循环”治理。
除对城区主要道路重点治理外，重
点治理青年林路、健康路、育新四
街、新纺街、益民胡同等重点道路和
城区进出主要道路交叉口及周边等
重点区域，清理取缔占道经营、乱摆
摊点、店外经营，查处落地广告灯箱
乱摆乱放行为，打通道路“微循环”。
加强疏堵结合，大力建设便民市场
工程，为群众创造一个更加便捷的
生活环境。

清理取缔店外经营

流动摊点2万余处

11月18日，聊城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小桔灯志愿服务大队、生命科
学学院纪检部于聊城开发区小学开
展“秋浓叶落情，生物科普行”活动。

志愿者向同学们展示提前准备
好的树叶书签和叶脉书签，通过演
示文稿及落叶标本讲解校园中常见
树木的基本信息。此次活动的顺利
举办，不仅拓展了同学们的生物知
识面，让他们在心里埋下一颗学习
生物的种子，同时展现出生科学子
对生物学科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精
神面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
者 李军 通讯员 王佳卉 高俊

生生物物科科普普行行

为增强学生消防安全意识，消
除火灾隐患，提高对火灾扑救工作
的组织和处理能力，11月17日，聊城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宿管部在群星公
寓举办了“消防常识永不忘、遇到火
情不惊慌”活动。

增强消防科学观念，普及消防
安全知识。向同学们讲解消防安全
知识，教授正确逃离火灾现场的方
法和动作。学生们分批进行消防演
练。演练结束，大家又一起学习了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学习如何正确应
对火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刘兆君 刘
倩倩 王晓莹

消消防防常常识识永永不不忘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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