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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无证女大学生竟跑到高速上练车
交警逮了个正着，被处以1000元罚款

济南红叶谷第13届节

百合花花节盛大开幕！

景区内三十多
个品种，近五十万
余株百合花竞相开
放，深入景区神秘
的百合园，有一种
世 外 桃 源 的 既 视
感，无处不在的夏
天的气息，花香满
园的百合花，让人
觉得美不胜收。香
巴拉的树屋在丛林
里若隐若现，总想
让人一探究竟，还
有山间的青翠孕育
了景区内的泉水、
瀑布吐纳着天真地
秀，流动着生命的
意蕴，暑期即将来
到，快带着孩子来
这里避暑乘凉吧！

本报聊城7月2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芳)

驾驶证迟迟没有考下来，学校
也没开学，一名女大一学生竟

跑到高速上练车，这是6月30
日，聊城高速交警临清大队在
临清收费站查获的一起无证
驾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
驾驶员做出相应处罚。

当天上午11时许，临清大
队民警在辖区收费站开展重
点违法行为整治行动，民警对
过往车辆例行检查，发现一辆
号牌冀E的小车出收费站后随

即停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驾驶
员见民警检查，神色慌张，讲
话支支吾吾，随即民警将其
引导到安全位置做进一步检
查。据了解，女孩是位“0 0”
后，今年是大一学生，由于受
到疫情影响，学校迟迟没有
开学，驾驶证还没有考取下
来，趁着父母不在家，和同龄

的小伙伴跑到高速上练起了
车，旁边副驾驶小伙子也是
刚刚取得驾驶证就挑起了

“教练”的重任。不曾想被交
警逮个正着。

随后民警先暂扣该车辆，
将无证驾驶的小女孩带到大
队执法站。执勤民警对两人进
行了安全教育，并依法依规对
违法人员处以1000元的罚款。

本报聊城7月2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徐文茹)
为严格落实“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切实加强车辆驾
乘人员规范使用安全带，全面
提升安全带使用率，最大限度
地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
员伤亡，7月1日，聊城高速交警
支队莘县大队开展不按规定使
用安全带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行动中，大队民警依托莘
县、莘县南等收费站，对过往车
辆进行逐一检查。行动中重点对
过往的小型汽车、小型面包车等
所有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依法
查处；同时组织民警加大路面巡

逻管控力度，积极开展流动检
查，及时纠正不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
纠正一起、整改一起，从源头上
减少不系安全带的行为；在查处
的同时重视宣传教育。通过向乘
客们讲述发生在身边的事故案
例，告知系安全带的重要性，教
育大家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切实提高
安全带的使用率。

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8
人，警车2辆，查处不系安全带
违法行为3起，最大限度地预
防、减少因不系安全带引发的
重大交通事故，保障辖区交通
安全稳定。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整改一起

高速交警持续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高速交警开展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6月4日早6点钟，高唐县姜
店镇东街村党支部书记殷之强
匆匆吃了几口饭，便领着村里的
贫困户张兰荣、殷之殿坐上去聊
城的出租车，一路陪同贫困户去
聊城市人民医院做听力鉴定。

“俺村书记就是俺家的靠
山，家里大小事都给想着，来

家里的次数数不清了。”虽然，
张兰荣患有脑血管病，记忆不
好，可是，村书记对他家的用
心帮扶件件记在心上。

东街村共有2户脱贫享受
政策户，每一户的情况，村书
记殷之强都铭记在心，不管大
事小情只要涉及贫困户的，他

都亲自跑腿办理，需要贫困户
本人出面的，就陪同一块办，
出车、拿钱，都是毫不犹豫。

“这几年多亏了村书记的照
顾，不然，我和半身不遂的老伴日
子过不这么顺畅。因为给老伴看
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实在
没办法变卖了老宅，俺书记帮着

找房子，办理享受各种补贴，使基
本生活有了保障。”东街村另一户
贫困户殷之殿深有感触地说。

殷之强自2003年4月担任
村支部书记以来，始终用自身
言行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心系群众，脚踏实地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

聊城市高唐县姜店镇：贫困户办证 村支书“陪跑”

“这个小偏屋俺自己拆
不了，今天村书记带着党员
们来帮俺拆掉，然后在另外
盖一间结实的偏房。”高唐县
赵寨子镇东屯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侯兴武说着笑得合不拢
嘴。

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深

入开展，着力改善贫困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赵寨子镇
从5月份开始采取“一户一策”
双提升措施，用实实在在的
行动改善贫困户环境卫生。

“侯兴武家的这间偏房非常
危险，一到下雨阴天，就比较
担心，他自己想拆也解决不

了。”东屯村支部书记侯树河
了解情况后，6月20日，组织党
员志愿者们义务为其拆掉这
处危房，同时，在侯兴武的庭
院里找一处安全平坦的地方
再建设一间坚固的偏房。

不仅如此，志愿者们还
帮助贫困户搞起了大扫除，

同时，志愿者们与贫困户侯
兴武亲切交谈，询问他的生
活和身体状况，了解他的想
法需求，宣传扶贫相关政策，
积极引导贫困户养成文明健
康生活习惯，鼓励他们坚定
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决心，
切实将扶贫帮困落到实处。

党员志愿者上门“双提升”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东阿县住建局对农村贫困群
众住房安全情况全面排查，共鉴定建档
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7456户，已经
全部出具鉴定报告，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同时，县里建立了台账，查漏补缺，精准
确定危房改造户，确保一户不落。雨季来
临前，对全县5572户享受脱贫政策和即
时帮扶人员的住房进行维护。

东阿县住建局副局长刘善伦介绍，
县住建局把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针对发现反馈的问题，制订专项整
改方案，明确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同时，定期下乡
督查危房鉴定不精准、房屋质量不高、面
积管控不到位、资金拨付滞后等方面，保
证危房改造工作不落一处不落一户。

(许银环)

东阿住建局

全面排查贫困群众住房

眼下，东阿县牛角镇付岸村永富生
态果园内的桃子进入收获期，前来收桃、
采摘的客户和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又是
大丰收。”永富生态果园园主史勇说，今
年他带领村里贫困户通过微信群卖桃，
收入非常客观。

东阿县牛角店镇付岸村位于黄河岸
边，适合果树种植。通过土地流转，史勇
在黄河岸边的20亩地上种植了桃、苹果、
梨等果树，吸纳村里所有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前来帮工。

此外，史勇还建立了6个销售桃子的
微信群，带领贫困户通过微信、朋友圈、
电商平台卖桃。目前，史勇和村民们商量
着为桃园注册了“付岸”商标，村里六七
户人家跟着他学习种桃，几十人跟着他
卖桃。“今年，我计划再流转租赁100亩地
种桃树，把种桃当成全村的一个事业来
干，把技术教给村民，带领大家一起致
富。”史勇说。 (许银环)

东阿牛角店镇

生态果园助力贫困户脱贫

为深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深
圳路实验幼儿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扶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宣传
栏、新生入学通知、条幅以及视频会议多
种形式宣传扶贫政策，全面排查家庭经
济困难幼儿，保证不落一人，不少一户，
切实做好扶贫帮困工作，使资助工作真
正惠及到每个贫困家庭子女。我园将继
续落实上级部门文件要求，强化责任，将
帮扶工作进行到底。 (徐兰雪)

深圳路实验幼儿园：

实事求是，精准扶贫

挂失声明
汪 玉 娇 ，女 ，身 份 证 号 ：

371521198903263443，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
院 ，成 人 高 等 教 育 毕 业 证 书 ( 编 号 ：
518565201006000332)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茌平杨小宇灌汤包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证号：JY23715230053151，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奥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不慎丢失聊城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

为记账联，收据号为0450390，金额为五万元整。该收据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东科试验仪器有限公司91371500MA3QCEBT7F，不慎将单位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

人章和发票章丢失，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莘 县 明 星 物 流 服 务 部 不 慎 将 营 业 执 照 ( 副 本 )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71522MA3NEQFU10，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吴英磊，失业证丢失，失业证编号：130598，身份证号码372526198104185330，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根据2020年7月2日股东决定，高唐县聚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26493010505N)拟减少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200万元人民币，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506353040

联系人：陈保林
地址：高唐县人和办事处春长街北段东侧

2020年7月3日

背上行囊，奔向远方

高晓松说，生活不只是眼
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但
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
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
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

所谓远方，不是旅游，也
未必是旅行，在我看来，远方
是一场命中注定的远游。见识

世间种种，才是真正的风景。
安德鲁·怀斯在《远方》中

写道：“你背起自己小小的行
囊，你走向别人无法企及的远
方，你在风口遥望彼岸的紫丁
香，你在田野捡拾古老的忧
伤，我知道那是你心的方向。”

你难道不想看看远方多

美吗？你难道忘记初心了吗？
或许不是，或许你只是在城市
的迷宫里迷失太久了，或许是
你在苟且中挣扎得失去了追
逐的信心，或许……或许有许
许多多的所谓理由阻碍着你
前进的步伐。有人说：“生活中
只有读不懂的诗和无法企及

的远方。”那是在原地踏步的
人说的话，当你动身出发，你
会领略一路上的风景和一个
更大更美的世界，一个属于你
的世界。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看更美的风景，去更远的

远方。 (魏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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