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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成品油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两个月专项整治成品油市场
本报聊城 11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彦朋 凌文秀)
25 日，聊城市成立成品油
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成品油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重点是：各类
未经许可非法销售、储运成
品油和违规建设加油站的行
为，擅自从事成品油运输的
行为，擅自建设加油站的行
为，擅自使用中石油、中石

化名称和商标标识以及其他
自造、假冒他人名称或商标
销售成品的行为，非法购
买、销售成品油或劣质油品
的行为，使用不合格加油机
的行为。

整治行动由经信、工
商、公安、质监等多部门
联合行动。此次专项整治
行动先进行半个月的摸底
排查，然后联合执法、集
中打击。

聊城市市委常委、副市
长侯军要求，各部门要制定
周密方案，集中打击成品油
违法犯罪活动和行为，逐步
建立完善成品油市场监管的
长效机制。

加快农村
加油站点建设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十一五”期间，聊城的加油站平均每年
增加 2 . 12% ，而机动车平均每年增长 12 . 72% ，
加上加油站大多规模小，导致成品油市场管理
存在不少问题。聊城市委常委、副市长侯军建
议，成品油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正常的职
能监管下，还应在农村多建加油站点。

聊城市经信委提供的资料显
示，从成品油市场需求量来看，
200 9 年聊城市成品油消费量
49 . 59 万吨，预计到“十一五”
末期消费量达 55 . 4 万吨，平均
年递增率 9 . 37% ，而加油站总
量是 614 座，仅仅比“十五”末
多 了 5 9 座 ， 年 平 均 增 长
2 . 12% 。 2009 年聊城市机动车
保有量 103 . 25 万辆，预计到
“十一五”末能达到 105 万辆，
比“十五”末增长 12.72% 。

“加油站数量远赶不上机动
车数量涨得快。”市经信委一名
工作人员说，再加上聊城加油站
规模小，由此产生的成品油市场
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名工作

人员介绍，现在违法经营依然存
在，无证加油站为数不少，影响
了正常业户的经营，造成大量税
款流失，而且这类加油站往往经
营设施差，存在安全隐患。“还
有些零售企业经营不规范，缺斤
少两、以次充好、偷漏税款。”

这名工作人员分析，违法经
营存在的原因是： 2008 年国家
实行新的定价机制，成品油批零
之间的差价加大了，无证加油站
点的利润空间也大了；成品油许
可门槛高，城乡建站程序一样，
导致农村正规加油站少，也给无
证加油站腾出了经营空间；周边
地区的地炼企业较多，很难从源
头上控制非法油品流入市场。

现状>>

加油站赶不上车辆涨得快

除加强正常的职能监管，侯
军还要求领导小组加快在农村建
设加油站点。侯军表示，现在农村
的机动车数量增长很快，但农村
加油站运行成本高，销售量低，一
些企业不愿意到农村建设加油
站，再加上现在城乡建站程序一
样，部分加油站拥堵在城镇里、国
省道上。“这都造成农村供油空
白，加油站点布局不合理。”

侯军要求，领导小组专门研
究办法，给予在农村建加油站点
的经营者优惠政策，尽量降低经
营者办理许可的成本。“建设加油

站点要合理布局，眼光长远。”侯
军表示，建站前要了解选址的未
来规划，考虑好未来的道路拓宽
以及周围企业和居民的变动情况
等，尽量保证加油站点在 8、9 年
内不用搬迁。

侯军说，聊城各地也应该搞
好加油站发展规划，出台优惠政
策，吸引大公司和社会资金在农
村建设加油站。“中石化、中石油
两大公司是成品油流通主渠道，
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在农村
建立加油站点开拓农村油品市
场。”

建议>>

降低农村建加油站的门槛

移动新门户 邀您来体验
中国移动全面启用新域

名 啦 ， 新 域 名
www. 10086 .cn 简单易记，
让您足不出户便能获得更人
性化的中国移动“无纸化”
电子渠道服务。同期中国移
动更面向所有个人客户，重
磅推出“移动新门户，邀您
来体验”系列活动，邀请全
民总动员，齐齐体验新门
户。活动除了在线征集客户
对于移动新门户的使用建
议，还开展了掌汇亚运、非
常积分等主题活动环节，客
户只需登录 www. 10086 .cn

即可直接参与，参与活动的
同时还有机会分享 300 万份
话费、 1200 台 G3 手机奖
励，更有超值积分抢兑优惠
好礼！

玩转新门户

大礼奖不停

无需等待纸质账单，只
要登录新门户，即可轻松完
成余额查询、积分查询、短
信套餐、 GPRS 套餐等多项
网上营业厅常用功能操作，
体验“无纸化”新感受；新

门户还提供了飞信、无线音
乐、 139 邮箱、移动 MM 、
手机支付、 139 说客、手机
游戏等更多无线新业务，只
需动动拇指，即可随时享受
低碳生活。现在起至 12 月
31 日前登录 www. 10086 .cn
体验新业务，玩转新门户，
还有机会获取话费奖励，赢
取 G3 手机等惊喜大奖。

掌汇亚运

乐动精彩

想要感受亚运热潮，传

递亚运激情，那就来中国移
动门户网站感受全国各地客
户的亚运热情吧。只要登录
www. 10086 .cn 参与“掌汇
亚运，乐动精彩”活动，使
用飞信和 139 邮箱传递亚运
“圣火”；成为“ 139 说
客”，用手机拍亚运、说感
受、传祝福，与身边好友分
享亚运的喜怒哀乐，与好友
齐享亚运激情，即有机会赢
取亚运会比赛门票。

非常积分兑换

缤纷好礼派送

百款新品、超值抢兑，
全球通或动感地带客户只要
登录 www. 10086 .cn 进入积
分商城，即可享受百款新品
7 . 5 折和 6 . 6 折特惠兑换，
更有每日一款潮流装备 99
个积分限时抢兑，缤纷好礼
超值优惠无限奉送。

移动新门户

邀您来做客

为了给大家提供更优质
的网上服务，中国移动面向
广大客户在线征集中国移动
门户的发展建议，诚邀每一

位移动客户参与中国移动统
一门户建言献策，客户只需
登录 www. 10086 .cn 进入活
动专区，即可体验移动新门
户，邀请全民客户齐来门户
做客，可根据自己的体验感
受，为网站建言献策，中国
移动将根据客户的建议，进
而改善网站建设，提升网站
服务能力，为全民提供更
好、更加便捷的服务。活动
结束后，被评为优秀建议的
幸运客户将有机会参加客户
开放日座谈活动，并有机会
获赠G3 上网卡。

聊城 60 多天没下雨

汛期降水多

小麦不太渴

本报聊城 11 月
25 日讯(记者 谢晓
丽) 自 9 月 10 日
以来，聊城市没有
有效降水。由于汛
期聊城市降下特大
暴雨，农田底墒较
好，据气象部门监
测，目前小麦没有
出现旱情。

市气象台预报
员纪凡华介绍，自
9 月 10 日以来，除
极少数地区出现微
量降水外，聊城市
大部分地区没有出
现有效降水。由于
汛期降水较多，今
年的降水量仍高于
往年。气象数据显
示，6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全市平均
降 水 量 为
642 . 8mm ，而常年
降水量为 457mm。9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全市平均降水
量为 111 .1mm ，常
年 降 水 量 为
99.9mm 。

不少市民感到
疑惑：很长时间没
有下雨了，为什么
今年的降水量还那
么高？对此，纪凡
华解释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汛期
期间，全市降水量较
多，今年汛期降水比
常年高 40 . 7% 。

市气象局高级
工 程 师 孙 培 良 介
绍，根据监测，目
前全市田间土壤相
对湿度在 6 0% 以
上，尽管近期降水
偏少，但汛期降水
偏多，底墒较好，
再加上农民及时灌
溉，小麦没有出现
干旱。

市气象台预报
员介绍，未来一周
仍无有效降水，12
月 2 日有一次降水
过程，但降水量很
小，提醒市民做好
对冬小麦的田间管
理。

25 日，城区
振兴路上一加油
站内，工作人员
正在给一辆摩托
车加油。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