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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时政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董惠)14日，记者采访了解

到，近日，潍坊制定出台了
门前三包新标准。新标准在
2004年办法的基础上，重新
界定了管理主体、责任人、
责任范围和内容。

据介绍，2004年，潍坊
出台了《市区“门前三包”责
任制管理办法》。但近十年
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
该办法逐渐出现责任主体
义务不明确、管理范围存在
空白、责任区域不明晰等问
题，部分规定缺乏可行性和
约束力。根据要求，市政局
依据有关政策法规，借鉴了
泰安等地的经验，对该办法

进行了重新修订，制定了现
在的《潍坊市市区“门前三
包”责任制管理办法》。

所谓“门前三包”，主要
指责任单位在门前责任区
范 围 内 实 行 “ 包 环 境 卫
生、包绿化管理、包容貌
秩 序 ” 的 “ 三 包 ” 责 任
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
维护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
的义务。对不履行“门前
三包”责任制的单位以及
不履行管理责任的管理单
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
向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举报。而且新规
在2004年办法的基础上，重
新界定了管理主体、责任

人、责任范围和内容。
其中，为了增加可操

作性，新规从六个方面明
确 了 “ 门 前 三 包 ” 责 任
人。城镇道路、广场、过街
天桥等公共区域和公共厕
所、垃圾转运站及其他环境
卫生公共设施，由城镇容貌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停车场、集贸市场等
由管理单位负责。临街商
户、各种摊点周围由经营者
负责。无责任人的其他地段
和城市公用设施等，由职能
部门和产权单位，按照“门
前三包”要求做好相应工
作。同时，由于2004年办法
对“三包”范围划分未作具

体规定，导致部分区域“门
前三包”责任无法落实。新
规针对这一问题，将责任区
范围细分为三种类型。临街
单位自本单位门前墙基至
车道路牙石，左右至毗邻单
位。临街市场自市场口部中
心点起至5米半径之内。施工
现场自临街一侧施工围挡
至道路中心线。

另外，进一步明确了冬
季扫雪的标准和时限。白天
降雪要在雪停后一小时内
清扫完毕，夜间降雪要在
次 日 早 上 十 点 前 清 扫 完
毕，不能将含有融雪剂的
积雪堆放在绿化带边和树
穴内。

潍坊出台“门前三包”新标准

含含融融雪雪剂剂的的雪雪不不能能堆堆在在树树边边

本报讯 2013年10月10日，“北京宫馆奖
学金计划启动暨开工奠基仪式”在风景优雅
的潍城区西外环小于河畔隆重举行。

北京硕沣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多年以来
一直以各种形式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表达
民营企业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支持。总经理
郭军先生向豪德中心小学捐赠2000册图书
(价值2万元)，董事长刘凤伟先生向开发区教
育办捐献首笔助学金2万元。

北京宫馆，坐落于景色秀丽的西外环小
于河东岸，紧邻潍城区政府，项目总用地83余
亩，是一个低密度高档住宅区，由北京著名景
观公司精心设计，以“皇家园林、亲水平台、尊
贵宅邸”为整体构思，形成皇家宫廷生活，同
时融入欧式古典构筑手法，赋予居住更多诗
意。

本报讯(通讯员 林亮 王伟)今年以来，
临朐县供电公司依托农网升级改造，对三相
负荷不平衡率、线损率高的用电台区进行试
点，大力实施“三级平衡法”，全面降低三相负
荷不平衡率，从而实现了对台区线损的有效
管控。

据了解，从去年5月份开始，临朐公司共
对红新村、车家沟、大张龙等村6个台区进行
了试点改造，通过改造，有效解决了农村三相
负荷不平衡现象，试用三个月后，三相负荷不
平衡率由原来的20%以上降低到6%左右，线
损率由原来的10%降低到3%左右。

《嫁给经济适用男》
在潍成功上演

本报10月14日讯 13日晚的潍坊学院报
告厅掌声不断，笑声飞扬；由齐鲁晚报和景芝
酒业主办的都市情感爆笑剧《嫁给经济适用
男》在这里成功上演。

开演前1小时，热情的观众就陆续进入剧
场。7点15分，演出的大幕拉开，展现在观众面
前的是温馨亲切的家庭布景和轻柔而带点小
资情调的音乐。“适用男”崔民国和“剩女”张
静宜就在这样常见的现代日常生活背景下登
场。随着男女主人公感情纠葛的展开和“知
心”三姐、“捏脚妹”、“靓小三”、“离异女记者”
的登场，故事冲突不断，笑果连连；观众时笑
时静，不断爆出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观众鼓掌叫好，久久不愿离
去。一位老先生跟家人说：“第一次看小剧场
话剧，没想到这么好看。故事好，演员演的好！
这样的戏应该经常演，到各地去演，到老百姓
中间去演。”一位大学生冲到后台，问卸妆的
演员“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北京宫馆奖学金计划
在潍启动

临朐县供电公司
创新降线损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张浩 )“全体人员注意，卖

场发生紧急情况，请大家不
要慌张……”12日上午，奎文
区总工会消防演练暨万人安
全生产签名活动在胜利街文
化路乐天玛特超市举行，消
防官兵以演练代实战向企业
职工讲解火场自救方法。

上午7点，乐天玛特超市
内部警笛大作，“全体人员注
意，卖场发生紧急情况，请大
家不要慌张，放下手中物品，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疏散”
的提示音不间断地对外广播。

超市卖场内起火，保安迅
速组织超市内部人员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向外进行疏散，同
时拨打119报警。闻讯后，10名
消防官兵和2辆消防车迅速赶

往现场进行灭火救援。
自载5吨水的罐消防车

在灭火的同时，救援组发现
超市四楼平台有两人被困。
消防战士利用伸缩高度40米
的云梯消防车将两名被困人
员依次接入救援平台，将一
名被困者利用缓降器下降至
地面，另一名由云梯伸缩臂
疏散至地面安全区域。5分钟
后，“大火”扑灭，消防疏散逃
生演练结束。

随后，消防官兵还操作演
示了灭火器灭油盆火，并现场
讲解了避火服、空气呼吸机、
机动链锯和生命探测仪等消
防器材装备的性能和用途。

为市民进行现场讲解的
消防官兵说，在火灾现场，烟
比火更致命。火灾发生后，10

秒钟之内浓烟就能从1楼升
到10楼，包裹多层湿毛巾呼
吸会增强生存几率。

现场数百名市民参与了
演练活动，来自后栾社区公

会的王先生将演练及讲解过
程全程手机录像，他说平时
很少接触这样的情况，回去
后给社区居民看一下，让大
家都学一学。

火火灾灾现现场场，，烟烟比比火火更更致致命命
消防演练,市民手机拍摄救援全程

潍潍坊坊设设学学生生健健康康促促进进行行动动公公示示制制度度
本报10月14日讯 (记

者 秦国玲)14日，记者从潍
坊市教育局获悉，为有效推
进中小学生健康促进行动计
划潍坊建立学生健康促进行
动公示报告制度，全市所有
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都要对“学生健康促进行动”
的实施情况进行公示和报
告。

根据通知要求，全市所
有中小学校，包括含中等职
业学校，都要对“学生健康促
进行动”的实施情况进行公

示和报告。各级各类学校要
充分利用家长会、校园网、公
告栏等方式，全年在学校醒
目位置全程公示本校学生健
康促进行动实施情况。

公示和报告内容包括：
本学年学校音乐、体育、美术
课程开课情况；学校健康教
育实施情况；学校实施学生
健康促进行动的经费投入、
师资配置、场地设施配备等
具体情况；学校实施体育课
程、大课间(课间操)和课外体
育活动一体化的阳光体育运

动方案；学校每年开展学生
健康体检和体质健康监测工
作情况。已公示内容发生变
动的，须于7日内完成更新。

记者了解到，以往学校
只有课程表安排在网上公
示，而今后，公示的内容和项
目越来越详细，接受更多家
长和社会人士的监督。各级
各类中小学校校长是实施公
示报告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通过开展学生健康促进行动
计划，全面改善中小学生学
习生活环境，增强学生体质，

提高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水
平，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健
康和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环
境，实现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和谐发展。潍坊市教育局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县市
区报告内容进行实地核查，
对核查发现公示报告内容虚
假不实的，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学校
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责任
并予以通报，同时按规定纳
入年度重点教育工作督导评
估。

本报10月14日讯 (记
者 韩杰杰 )14日，记者
从潍坊市水文局获悉，8
月份以来，潍坊降水稀
少，截至目前平均降水量
较历年同期偏少七成以
上，仅高于1981年和2002
年的降水量。受伏、秋连
旱影响，全市七成农田出
现旱情。

据市水文局监测数据
显示，2013年8月1日以来
潍坊平均降雨量58毫米，
较去年同期降雨量减少
77 . 2%，较历年同期减少

73 . 6%，为潍坊有降水资
料记载以来历史同期第三
小值，仅次于1981年和
2002年。9月1日至今，全
市平 均 降 雨 量 2 3 . 5 毫
米 ， 比 历 年 同 期 减 少
69 . 2%，比去年同期减少
53 . 5%，为潍坊有降水资
料记载以来历史同期第七
小值。

受伏、秋连旱影响，
目前全市各主要河道多数
处于基流或断流状态，农
田受旱面积达 7 6 7 . 9万
亩，中度受旱 2 7 7 . 1万

亩。受旱农田占全市农田
总面积的七成，主要分布
在寿光、昌乐、昌邑、潍城、
坊子、寒亭大部，青州东北
部、临朐东北部、安丘北
部、诸城北部等地区。

而据气象预报，今冬
潍坊降水量仍可能偏少，
各主要河道来水总体将继
续偏枯，随着工农业用水
量的增加，各大中型水库
的蓄水量将进一步减少，
潍坊旱情有持续发展并扩
大的可能，总体情况不容
乐观。

潍潍坊坊七七成成农农田田出出现现旱旱情情
受旱面积达767 . 9万亩，今冬降水量仍将偏少

鉴于今年8月份以来潍坊降水量
较历年持续偏少，10月14日，市水文
局启动全市抗旱水文监测应急预案，
同时加密监测频次，由每十天监测一
次旱情态势加密至每五天监测一次。

8月份以来的伏秋连旱，对农业
生产特别是当前的秋种工作造成了
不利影响，部分地区旱情严重。为给
农民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抗旱保墒
提供科学参考，10月14日市水文局对

抗旱墒情监测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
立即启动全市抗旱水文监测应急预
案，下发通知要求全市所有水雨情站
及墒情站立即进入应急监测中，全面
展开墒情监测。

10月16日起，还将根据雨、水、墒
情信息分析旱情发展，以墒情简报、
短信等形式为市民、农民提供技术信
息和调度建议。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抗旱水文监测应急预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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