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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东方 刘鑫锋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烟花爆竹进入生产和销售旺
季，安全生产形势日益严峻。在烟花灿烂盛放的背后，为
确保辖区居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安监人的忙碌
身影却少有人关注。2月 11日，笔者跟随开发区安监局工
作人员进行了一次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上午 9:00 广平乡政府驻地

“燃放烟花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冲着人和动
物。尤其是像二踢脚，千万不要手持燃放……”购买烟花
爆竹的顾客临走前，商户纪圣建总是不厌其烦的叮嘱燃
放注意事项。纪圣建已经有多年销售烟花爆竹的经历，几
天前的培训让他深刻认识到，宣传安全知识是商户应尽
的义务。

日前，开发区安监局对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管理人员
进行教育培训，在专家授课后，对参训人员进行随堂考
试，确保最后能够获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零售户得

到切实有效的培训，具备安全经营烟花爆竹业务的技能
和素质。向顾客宣传安全知识就是其中一项要求。通过商
户宣传、视频宣传车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开发区使安
全燃放烟花爆竹的观念深入人心。

上午 11:10 广平乡政府驻地

“烟花爆竹不允许被摆放到店外，你都放到路边了，
这也太危险了！前几天的培训里反复强调过。赶快清理一
下吧！”对被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商户，开发区安监局工
矿商贸科科长范存刚连忙进行制止。“生意不好做，放在
外面也是为了吸引顾客。”商户还试图解释。“要吸引顾
客，完全可以把空箱子摆在门口，一样能达到效果。”在警
示商户之余，范存刚还给予了有效建议。
“这种摔炮和刮炮已经被列为禁售爆竹，不能再销售

了。这些爆竹危险性高，像刮炮在静电较多的场合就容易
发生爆炸。”现场，对于 1家违规销售被禁爆竹的商户，工
作人员暂扣了其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并将其纳入烟花
爆竹违法违规经营户黑名单，取消了其明年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的申请资格。

下午 3:40 北城街道星光烟花爆竹销售中心

“前面就是我们的仓库，请大家将手机关机或调成飞
行模式再进入……”在仓库院门前，安全员马雪兵提醒笔
者一行。进入仓库，范存刚首先对库房温、湿度进行检查，
并仔细查看检查记录，随后叮嘱马雪兵经常观察，根据情
况加强通风。“湿度过高，烟火药容易受潮；湿度过低则容
易产生静电，静电过多容易引燃烟火药……”范存刚边检
查边向笔者解释。在查看完货物堆放标高等情况后，范存
刚又到仓库附近的水库前进行检查。“手动应急抽水泵需
要三下之内启动”“消防带有人定期检查吗？记录在哪
里？”室外寒风凛冽，范存刚依然坚持落实完每个细节。
天色向晚，笔者一行踏上归程。范存刚手中拿着暂扣

的经销证和检查记录，薄薄的几张纸，在他心中却重如
千钧。“从现在起直到正月十五，我们会将烟花爆竹检
查持续开展下去，为群众的平安保驾护航。”范存刚坚
定的说。

灿烂背后的守护

年近了，春节经济火热持续
□ 程崴威

“年货买好了吗？”“聚会去哪儿？”“春节你准备去什
么地方玩？”……这些正是当下朋友见面流行的寒暄之语。
春节将至，“年货”“聚会”“出游”等各类“春节经济”陆续上
线，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年货院年前不变的主题
随着春节的临近，置办年货的市民越来越多，2月 11

日，笔者来到开发区振华超市，看到很多市民推着满满的
一购物车排队等待结账。正在挑选糖果的李大妈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几天前就开始准备年货，“之前已经囤了一些坚
果类的干货，比如花生、瓜子、核桃、开心果，孩子也在网上
买了一些坚果，今天过来主要是再买一些糖果、小饼干等
小零食，到时候可以给过来拜年的小朋友吃。”

在走访中，笔者看到大多数超市卖场都设有
年货街促销专区，粮油、酒水、饮料、休闲零食等
商品琳琅满目，以各种优惠吸引消费者采购，其

中年货多以各种包装精美的礼盒产品

为主。另外，在超市里置办年货的消费者大多是老年人，年
轻人也大多是陪着父母挑选年货。

聚会院少不了的饭局
春节将至，走亲访友，团圆聚会，吃喝是从不缺席的项

目，玩乐也必不可少。“约约约，找个地方吃个午饭，下午再
去 KTV吼两嗓子。”前两天放假回到家的大三学生王彬
表示还未正式放寒假前就已经约了两三个“饭局”，“初中
同学、高中同学都要开同学会，大家都去，好久不见挺想他
们的。另外再和平时要好的几个同学也有个‘小局’聚聚。”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春节期间，和好朋友、老同学、公
司同事、各种亲戚吃上 N顿饭，吃吃喝喝在所难免，饮食
不规律、饮酒过度等状况很是常见，容易对肠胃造成不好
的负担。因此，也有医生提醒大家，为了健康，在节日期间，
应尽量饮食规律，且饮食荤素搭配要合理；饮酒方面，节制
勿过量，莫空腹饮酒，喝酒之后可以喝点菊花茶、枸杞水、
大麦茶等以保护肝胃。

出游院越来越受欢迎
说到春节经济，不得不提到春节出游。虽然春节是一

个团聚的节日，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春节期间出游。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大
年初一、初二开始带着家人旅游，弥补平时因工作繁忙导
致亲情“缺席”的遗憾。

据调查，温泉、避寒游是市民春节旅游的热点。开发区
中青旅李经理告诉笔者：“今年在旅游市场来看，南北两头
热的趋势现象仍然较为明显，海南、厦门、云南和东北都是
自由行的最多选择，‘要么去海南看艳阳高照，要么去东北
看大雪纷飞’仍是未变的热门；出境游方面，由于气候温暖、
行程短、签证方便，东南亚成为我区不少游客的首选。”
事实上，市民春节旅游的项目越来越多倾向异地游、

境外游。当然，部分不愿出远门或没能出行的市民也能在
开发区本地找到游玩的好去处，去现代示范园采摘，看彩
灯，游周公河乐园，一样享受美好的假期。

开发区讯 2月 8日，笔者来到蒋官屯冯庄村，进村
后，沥青马路虽然比东外环路窄了不少，但是很平顺整洁，
一直通到家家户户。路两边苍绿整齐的冬青在一排排整齐
的楼房映衬下充盈着勃勃生机。
抬腿走进一户人家。63岁的冯云江和老伴早饭后，商

量着准备中午包饺子。笔者的到来，让他老两口停下了手
里的活儿。
马上春节了，今年春节怎么过？冯云江说：“现在生活

条件好了，春节也没有刻意打算怎么过，主要是能一家人
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就好。儿子在市区工作，孙子上初中
了。今年家里通上了天然气，即可以取暖，也可以做饭，家
里黑白都很暖和，儿子一家估计会在家里过完年，再回市
区。过去，都是除夕夜吃完饺子，当晚就回去。”
说起天然气取暖，冯云江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这几年，

村里的条件，一年一大变，几个月一小变。现在我们村里都
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公路通道了家家户户。两年前，家
家户户的旱厕进行了改造，用完用水一冲，干干净净，一点
臭味也没有，夏天露天粪坑蚊蝇乱飞的情况也不见了。今
年，家家户户又进行了煤改气，取暖做饭用上天然气，过去
冬天早晨起来满屋冰冷，烧炉子烟熏火燎的日子，一去不
复返。
说起通上天然气前后的变化，冯云江还把笔者拉到了

厨房，只见原先的灶台已经封了，崭新的灶具打开后跳跃
出耀眼的火苗。冯云江说：“这回政府补贴了不少，我们家
只掏了 1500块的安装费。另外，政府给每户在用气上进行
补贴。用天然气做饭，感觉火力大，比煤气省时间，比用电
省费用。过去，煤气罐用完了，要到离家五六里地换气站罐
气，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些不方便，现在好了开关一开，气就
有了。”

冯云江说：“通气以后不到半个小时暖气片就烫手了。
以前冬天都要自己生火，倒煤渣，不仅外头脏，家里落的也
都是灰。如今只要动动手指、按几个按钮家里就热了，真不
赖了！还能出热水，接到洗手盆，可以洗刷，也可以接到洗
浴间，洗澡用，用起来很方便。”冯云江指了指自家门口空
空的煤池：“以前为了过冬，每年都要储煤，以后不用这么
麻烦了。”
春节越来越近，盼着能和子孙团聚的冯云江老两口，

住在宽敞、洁净、温暖的小院里，对于今年春节充满了期
待。今年，过年会更舒心了！ □安 阳

野煤改气冶袁
让村民过年更舒心

开发区讯 “新春佳节要来到，廉政提醒紧跟来。八
项规定记心头，‘四风’顽疾切莫染。纪律‘红线’要坚守，
风清气正迎春来。开发区纪工委祝您和家人节日愉快，幸
福安康!”，日前，开发区全体机关干部、各乡镇（街道）机关
干部及新任职村“两委”干部陆续收到这样的祝福短信。
这是开发区纪工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要
求，为把十九大后的首个春节打造成为“廉节”而迈出的
坚实一步。

宣传教育促风气。近年来，区纪工委紧密结合传统节
日特点和开发区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利用廉政短信平台、
微信公众号等手段引导党员干部弘正气、重品德，通过年
度考核、述责述廉等方式促进领导干部讲党性、晒权力。

纪律检查清违纪。聚焦春节期间“四风”问题新表现、
新动向，区纪工委下发《关于严明廉洁纪律确保 2018年春
节风清气正的通知》重申节日廉洁纪律，组织多个专项检
查组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开展监督检查；充分

利用开发区网站、四风随手拍等平台，认真受理广大干部
群众的举报监督；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坚持快查重处，
并在全区进行通报曝光，以监督执纪问责的强大力度倒逼
规定落实，做到监督全覆盖、查办零容忍、落实无禁区。
值 2018年春节来临之际，开发区纪工委将以“欢度新

年关、把握人情关、坚守廉洁关”为目标，多措并举，在全
区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廉洁和谐的春节氛围。

□周后盈 刘 莹

廉洁短信促“廉节”，纪律督查扫陋习

开发区讯 2月 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浓浓的年味，让李祥峰回家的心更迫切了。
老家在开发区广平乡大曲村的李祥峰，在茌平上班，经过多年打拼，他在茌平买了

房子，娶妻生子。虽然在外地扎了根，但父母都在老家居住，每次回老家探亲，便成了他
最开心的事。

早上 9点，把备好的年货和孩子穿的衣物装上车，李祥峰和妻儿踏上了回家的路。
清晨的大街，车辆行人还比较少，车子很顺利地驶上了回家的路。李祥峰听说黑龙江路
通车，打算走一走。一路上，小车内说说笑笑，充满了温馨的味道。不知不觉中，车已经到
了黑龙江路。李祥峰看了看车内仪表盘上的时间，9点 20分，距离他离开茌平的家刚刚
二十分钟。又经过 3公里的乡间公路，9点 31分，车辆停靠在一处农家院子外。只用了
短短半小时就到家了，比平时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如今，随着黑龙江路的开通，疲惫的奔波之路变成了快乐的回家旅程。李祥峰高兴
了地告诉笔者：“原来回家，只能走茌广聊路，路非常窄，而且村里原来没修公路，路非常
不好走，今天试走了一下黑龙江路这条线，非常好走，而且时间快了很多。”李祥峰表示，
经过这几年发展，我们大曲村里都通了公路，真是把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交通越来越发达，拉近了空间上的距离，让回家的路更“近”了。谈起家乡的变化，李
祥峰难掩心中的喜悦。“听说开发区下一步要修新东外环路、高速铁路，还要修建改造县
域之间、乡村之间的公路，真是觉得非常自豪。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己也有了回
乡置业的打算，为聊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李祥峰说。 □韩小风

开发区讯 “王姨，麻烦你给我找个保洁，把家里收拾一下。”2月 6日，家住开
发区东昌丽都小区的王宁给相熟的家政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却被告知“下手”晚了。
“花上几百元请个保洁全部搞定，人家干活也专业，我们放心。”王宁告诉笔者，

由于今年春节来得早，家政保洁格外“抢手”，自己找了两个家政公司，都说要等。
如今找家政给家里来个全面保洁已经成为新年俗。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开发区

家政市场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不少家政公司的订单已排到腊月二十九，市民想在
春节前找人做保洁已经排不上队了。和保洁人员一样“抢手”的还有月嫂，由于两孩
政策的放开，市场上对月嫂的需求一直比较强烈。这两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家
政公司生意格外红火。“我们平时固定在岗的保洁工有 40人左右，临近年底又新招
聘了 70多位‘春节保洁工’，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年底找保姆的也多，可是保姆没闲
着的，真是一员难‘求’。”王国华经营着一家家政公司，据她介绍，近期找她咨
询、预订节前保洁服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她的随身手机每天都响个不停。“用户
对家政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家政从业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我
们也努力做到紧跟市场需求，做好就业人员的培训。”开发区就业办副主任岳川
告诉笔者。

近年来，开发区按照“以培训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思路，积极开
展就业技能提升及创业培训，强力推进全民创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去年
以来，开设 3期月嫂培训课程，培训 1000余人，帮助近 500人成功就业。 □肖 邦

回家的路更野近冶了 家政市场野火冶起来

棚改居民楼上喜迎春节
开发区讯 四年前，大胡村作为棚户区改造的重点

项目之一，村里 468户，近 2000人整体搬迁。李运芝夫妇
作为搬迁户之一，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离开了土生土长
的地方，开始了在外租房的生活。随着大胡回迁小区的建
成，2017 年 5月份，李运芝老两口终于搬回了新家，今年
是在自家楼上过得第一个春节。

还未走进小区，就远远的看到小区门口挂着的大红灯
笼，甚是喜庆。“小区的北门、东门、西门都挂上了这样的大
红灯笼，过年了嘛，要的就是这个喜庆劲。”李运芝老人乐
呵呵的介绍到。
“能住上这样宽敞明亮、冬暖夏凉的楼房，搁以前，真

是想也不敢想。”李运芝老人感慨道，李运芝家有 5口人，

回迁安置分了 4套楼，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工作，老两口住
了一套 93平米的房子，剩下的三套房全部出租。没拆迁前
的大胡村村里的居民家家都有大院子，为了增加家里的收
入，都还在院里盖出几间偏房，用于出租。通常在一个院里
租房的人不仅多而且杂，但为了能在经济上宽裕些，也都
相互将就着。虽然村子与城市相差不了几里路，但城市生
活的便利与舒适与他们无缘。到处是低矮的平房，生活垃
圾乱堆乱放、夏季蚊蝇乱飞、冬天垃圾成堆,环境脏乱差，直
接影响着村民的生活质量。

村民回迁上楼，除了住房条件的改善，交通便利，生活
便捷，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多亏了党的政策好
啊，上有习主席的好政策，下有我们各级政府的关怀，说不

幸福都是假的。”说完，李运芝老人哈哈大笑起来。今年大
胡村的春节福利也相当丰厚，60至 79岁的老人每人 700
元的过节费，80至 89岁的老人每人 900元，90至 99岁的
老人每人 1300元，百岁以上的老人每人 3300元。

李运芝夫妇的生活是东城辖区内回迁安置村民的缩
影，截至 2017年底，东城辖区内 8个村庄已经全部完成回
迁安置，剩余的 4个村庄也已建设完成具备了交房条件。
棚户区改造，村民回迁上楼，定了人心，暖了民心。生

活一定会向李运芝老人期待的那样，越来越好！
□郝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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