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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高高用用电电负负荷荷将将达达446600万万千千瓦瓦
今夏淄博用电将创新高，比去年增34 . 8万千瓦，高峰时缺口约54万千瓦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张新明) 近日，记者从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关于
全市学生资助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
将有所提高，具体标准正式文件正
在签发中。

淄博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调
研员陈守伟介绍了淄博市在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中取得的突出
成就。2014年上半年，共安排财政资
助资金5500多万元，惠及学生6万余
名。去年各级财政投入1 . 33亿元，用
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为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支付风险补
偿金、贴息，惠及学生17 . 3万人次。比
2012年多投入1000万元，增加4万人
次。并且将从2014年秋季学期开始，
设立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
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陈守伟表示，市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目的是不让一个学生因
家庭贫困而辍学。

生源地助学贷款

额度将有所提高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
超) 26日至27日，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敬波报
告了全市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
工作情况。2012年以来，截至今
年5月份，全市共立查贪污贿赂
犯罪案件306件365人，共起诉贪
污贿赂犯罪嫌疑人310人。

查处大案263件，要案17人，
依法立查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
齐平景、淄博师专原党委书记
张洪亮、市民政局原局长赵希
成、莱芜市粮食局原局长张式
元等一批有震动、有影响的贪

贿案件，彰显了党和政府在惩
治腐败的决心。

检察机关突出查办了阻碍
经济社会发展的职务犯罪案
件，立查沂源县林业局原局长
李成志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
财物，为请托人在林木采伐等
方面谋取利益等贪贿案件；立
查淄川区建设局原局长白岳利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
为请托人在建设工程开发、减
免配套费用方面谋取利益等贪
贿案件。

检察机关紧盯群众关心、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开

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
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
以及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针对医疗系统突出问题，立查
博山区中医院原院长孙俊岭等
贪贿案件29件36人。

针对群众反映的食品药品
安全事件，集中开展依法打击食
品药品品安全监管领域职务犯
罪专项工作，立查张店区动物防
疫卫生所原所长马怀波等贪贿
案件，立查桓台县质监局安监科
原科长郝建功等贪贿案件。

检察机关还查处了张店区

民政局原局长姜国华利用职务
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请托人在
军转干部安置等方面谋取利益
等案件，立查市教育局原副局长
牛瑞洲等一批教育系统案件。

黄敬波介绍，下一步，全市
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的原则，严肃查办
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
的贪贿案件，严肃查办发生在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贪贿案
件，严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
侵害民生民利的贪贿案件，始
终保持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高压
态势。

2012年以来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情况公布

全全市市立立查查贪贪污污贿贿赂赂犯犯罪罪案案330066件件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杨丽 崔洋) 28日5时

许，张店交警集中开展运送民工车
辆超员整治行动。

当日5时38分，张店交警大队四
中队民警在张店世纪路与共青团西
路交会处附近查获一辆超员面包
车。经检查，7座面包车内竟然承载
20人。大队民警根据法律法规给予
处罚。

此次行动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258起，其中，运送民工车辆超
员46起，三轮车、货车违规载人8起，
酒后驾驶2起、涉牌涉证7起，货车闯
禁区23起。据介绍，张店交警大队将
不定期开展整治运送民工车辆超员
集中统一行动并提醒广大驾驶员朋
友，切莫心存侥幸，“超员”运输。

7座面包车内

竟塞了20人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颜丙辉 王凌
云 毕乃文) 今年迎峰度夏期
间，淄博电网统调负荷将创新
高，预计最大缺口达54万千瓦。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为应对今年
严峻的电力供应形势，提前编
制了有序用电方案，确保居民
生活用电。

今年夏季，受省内发电机

组集中环保改造影响，全省电
力供应出现缺口。据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预测，今年度夏期
间全省统调最高用电负荷将
达到6200万千瓦，比去年夏季
(5665 . 6万千瓦)增加534 . 4万千
瓦，同比增长9 . 43%，最大电力
供应缺口将达到600万千瓦。

记者从国网淄博供电公
司获悉，受夏季高温影响，今

年度夏期间淄博统调最高用
电负荷将达到4 6 0万千瓦，比
去年夏季 ( 4 2 5 . 2万千瓦 )增加
34 . 8万千瓦。5月份，淄博全社
会 和 工 业 用 电 量 分 别 增 长
8 . 39%和8 . 82%，全市统调负荷
一度达到了 4 0 9 . 8万千瓦，按
照全省负荷限额要求，淄博地
区需错、避峰负荷达到27 . 5万
千瓦，电力供应一度紧张。进

入7月份后，若持续高温天气，
淄博电力缺口将继续增大，预
计用电高峰期约有 5 4万千瓦
的供电缺口，电力供需矛盾十
分突出。

当出现电力供应缺口时，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将严格执行
政府批准的有序用电方案，按
照“有保有限、节控并举”的原
则，保障居民生活用电。

出现缺口时工业商业将错峰避峰用电，确保电网安全

严严禁禁停停限限城城乡乡居居民民生生活活用用电电

为保障淄博电网安全运行，国
网淄博供电公司自今年3月底展开

“电力通道百日清障”专项行动，全
面彻底清除各类危及电网安全运行
隐患，截至5月21日，全市20处严重
危及电网安全的护区隐患已清理完
毕。

为确保居民用电安全可靠，国
网淄博供电公司重点加大对低压台
区、居民用电难点问题的治理力度，
加快农村三级漏电保护器的推广工
作，保障居民用电可靠。同时，加强
城乡配网抢修服务管理，提前做好
各项应急抢修准备，对故障停电做
到快速反应。

针对高危企业、重要客户安全
用电，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展开安全
用电大检查活动，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要下发书面通知，跟踪督导客户
隐患治理工作，并上报有关政府部
门备案，确保用电安全。

同时制定对高危客户的应急保
电方案，保持发生问题迅速抢修。为
提升恶劣天气发生抢修和服务效
率，该公司为各高危企业客户逐一
制定应对方案，建立高危企业供电
地理位置图和线路图，一旦出现问
题，能准确判断和迅速恢复供电。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淄
博供电公司将密切关注气象
灾害信息，严格执行24小时
应急值班制度，保持值班电
话24小时畅通。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全面
梳理了应急物资、装备库存，
做好应急发电车(机)、应急照
明、冲锋舟等重点装备、物资
的定期维护保养。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组建
了98支应急抢修队伍，确保
关键时刻“拉得出、调得动、
用得上、打得赢”，以最快速
度、最短时间提供最优服务。
同时，全力做好应急抗灾工
作，严密监控天气变化，做好
防大汛、抗大灾的准备。

该公司建立完善的应
急 保 障 体 系 ，成 立 方 案 勘

察、物资准备、应急电源、故
障抢修、现场保卫、现场安
全、车辆保障七个应急专业
组，明确职责分工，落实责
任到人。

该公司还重点落实好台
风应急预案，加强对各变电
站应急值守，做好沙袋、水泵
等物资准备，随时做好应急
排水等工作。

组建98支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值班

全市清理20处

危及电网安全隐患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明确提出，把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摆在突出位置，严禁对城乡居民生活
停限电，出现电力供应缺口时将组织工业、商业客户错峰、避峰用电，确保用电高峰时段全市居民
生活用电和涉及公众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客户用电需求，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本报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颜丙辉 王凌云 毕乃文

29日，国网淄博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党员巡线活动，分组对220千伏白马等输电线路进行特巡，
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本报通讯员 毕乃文 摄

去年公共财政预算

教育支出增幅最大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超)

记者从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上获悉，去年全市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2730688万元，增长7 . 11%，
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282928万
元。

去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
成预算的100 . 99%，增长6 . 20%。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2844万元，增长
4 . 70%；公共安全支出143427万元，增
长5 . 85%；教育支出689678万元，增长
8 . 10%；科学技术支出52240万元，增长
7 . 0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3727万
元，增长6 . 7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3095万元，增长7 . 70%；医疗卫生支
出125717万元，增长7 . 45 %。

市财政局局长卜德兰介绍，今
年，淄博将进一步加大民生领域投
入力度，推进民生持续改善，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28日，张店交警大队集中查处
运送民工车辆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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