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孙慧娟C02 >>>> 今 日 滨 州

滨州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交办会召开

今今年年110022条条建建议议中中88件件重重点点督督办办
本报3月15日讯(通讯员 戚

婧 记者 王晓霜) 13日，滨州
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
交办会召开。记者在会议上了解
到，本次交办会议共有代表建议
102件，今年确定了交通、中小企
业、城市管理、医院、旅游等方面
的8件建议作为重点督办的内
容。

今年2月份召开的市十届人
大五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联名

提出议案5件，提出建议97件。经
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5件
议案不具备立案的条件，作为建
议处理。本次交办会议共有代表
建议102件。按建议内容划分，城
建环保方面39件，占38 . 2%；财政
经济方面19件，占18 . 6%；农业农
村方面7件，占6 . 8%；教科文卫方
面19件，占18 . 6%；内务司法方面
16件，占15 . 6%；民族侨务方面2
件，占1 . 9%。

据了解，滨州市人大常委
会每年都选出若干件涉及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发展稳定
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重点督
办的建议，以提高办理工作的
实效和质量。今年确定重点督
办 的 建 议 有 8 件 ：分 别 是 第
105009号《关于完善城区交通
标志设施，减少车辆违章的建
议》、第105015《关于加强幼儿

园接送车辆管理的建议》、第
105021《关于加强中小企业负
责人培训的建议》、第1 0 5 0 4 3

《关于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体
制，加强城市管理的建议》、第
105057《关于对城市背街小巷
进行治理的建议》、第1 0 5 0 7 6

《关于规范市区烧烤市场的建
议》、第105090《关于加强公立
医院医疗作风建设的建议》、第
105102《关于加快发展乡镇特

色乡村旅游的建议》。
按照规定，各承办单位应当

在三个月内答复代表，今年要在
6月13日前将102件建议的办理
意见答复代表。另外，滨州市人
大常委会将继续探索创新督办
方式，通过签订代表建议办理承
诺书、适时听取有关承办机关和
单位办理工作汇报、及时通报办
理工作情况等方式，加大对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的督办力度。

本报3月15日讯(通讯员 管林建
刘东蕾 记者 孙秀峰 ) 从3月份开
始，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与
城区大队、中队协同作战，依托指挥中心
的集成指挥平台与机动车缉查布控系
统，集中开展查缉“假套牌”车辆行动，截
至12日，共调度查获假套牌嫌疑车50余
辆。

13日下午，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
挥中心，科技科副科长刘珍向记者详细
介绍了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这一“法
宝”。指挥平台的机动车查缉系统收录了
3000余辆假套牌车，这些假套牌车通过
市区路口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号，遇
到假套牌嫌疑车辆也会自动报警。

刘珍说，悬挂假号牌的车辆在市区
行驶时，电子警察会发现，并向指挥中心
发出警报，指挥中心及时反应，调度民警

向附近区域集结，对嫌疑车辆拦截，查证
属实后进行查扣处理。

一中队中队长郑伟告诉记者，利用
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通过这种视频巡
视、非现场执法和卡口信息相结合的方
式，发现嫌疑车辆，及时通知辖区民警进
行查扣，实现了网上网下、联防联控模
式，减少了中间环节，实现了“扁平化指
挥、可视化调度”，而且非常精准，非常有
效。

“使用假套牌的车辆，以为监控拍到
了也拿它没办法，所以一些车主随意闯
红灯、变更车道，一旦发生事故就逃跑，
造成的损害很大。”刘珍说，“通过借助这
种高科技设备，平均每天可以查扣五六
辆假套牌车，截至12日，已经查扣了51辆
车，效率很高，对市区的交通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 交警指挥中心的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 本报通讯员 摄

力争年底各县区中心城区全部用上天然气

22001177年年底底实实现现燃燃气气““镇镇镇镇通通””
本报3月15日讯(通讯员

崔超 刘恒 张硕 记者
王晓霜) 13日，“气化滨州”工
作推进工作会召开，这标志着

“气化滨州”三年实施计划正
式启动。今后三年，全市将加
快建设覆盖全市的天然气管
网，力争到2015年底全市所有
县区的中心城区实现管道燃
气输送，2016年底实现市域高
压、次高压主管网贯通，2017
年底实现燃气“镇镇通”。

2014年以来，滨州市组
建成立了滨州环海管道燃气
输配气公司，编制了《滨州市
域高压次高压天然气管网规
划》，并探索“气化滨州”工程
建设合作模式。去年在全国供
需矛盾加剧的情况下，通过与

中石油沟通衔接，滨州市天然
气消费量接近6亿立方，同比
增长20%，确保了广大群众的
生产生活需要。冬季市主城区
日供气量达到48万立方/日，
较2013年增加15万立方/日，
同比增长46%，供气紧张状况
大大缓解，出租车“加气难”问
题也得到明显改善。

“气化滨州”三年实施计
划将加快建设覆盖全市的天
然气管网，实现天然气在工
业、商业和居民生活中的广泛
利用，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
中的比例。力争2015至2017年
全市年度可用燃气量分别达
到8亿、12亿、18亿m3，2020年
达 到 2 5 亿 m 3 以 上 。力 争 到
2015年底，全市所有县区的中

心城区实现管道燃气输送；到
2016年底，实现市域高压、次
高压主管网贯通，覆盖全市县
区 中 心 城 区 、重 点 城 镇 ；到
2017年底，管道燃气、压缩天
然气(CNG)接收站覆盖全市
所有县区的中心城区，并实现

“镇镇通”。
2015年，是“三年实施计

划”的第一年，“气化滨州”也
被列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今年滨
州市将重点实施中石化连接
线、中石油连接线、市城区城
西门站迁建和惠民 6 号阀室
连接线四项工程，逐步完成
市域高压、次高压输气管网
体系搭建，实现多气源并网
供气的目标。中石化济青二

线滨州支线项目、中石油沧
淄线庆云至滨州 (沾化 )输气
管线项目，要在4月份开工建
设，确保实现年内输配气。各
县区要提出管道燃气“城乡全
覆盖”工程的年度任务，确保
完成今年“一城10镇”(沾化城
区及市域10个及以上的乡镇、
工业园区)管道输气工程年内
竣工达产。规范燃气市场管
理，对于无上游气源供应合
同，无燃气经营资质，无终端
市场用户服务能力的“三无企
业”应及时取消其特许经营
权。根据气源和官网建设情
况，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和
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领域用
气需求，2 0 1 7年实现供气管
网设施城乡全覆盖。

邹平县黄山街道

温情服务育龄群众

邹平码头镇推进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本报讯 邹平县码头镇紧抓
措施到位，全面推进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该镇把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工作当做为民办实事来
抓，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强化
责任到人，落实任务到村。通过广
播、明白纸、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
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知识的项目
和相关知识。

同时，为了方便群众更加深
入了解，镇、村计生专干进村入
户，向符合待孕的夫妇宣传讲解
孕前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
高群众对这项检查的认知度和优
生优育意识。镇计生办定时、定点
组织符合待孕的夫妇参加检查，
安排计生专干对参加检查的夫妻
全程陪同送检，为参加检查的夫
妻建立档案，及时反馈检查结果，
有针对性地开展后续跟踪随访服
务。 (李业泽)

1122天天5511辆辆套套牌牌车车被被查查
交警智能系统“看到”假套牌车自动报警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山街
道计生办坚持人性化服务理念，
温情服务育龄群众，深受群众好
评。

宣传上立足一个“心”字，用
心宣传、宣传到心。通过进村入
户、现场咨询、计生演出等方式，
开展对育龄群众宣传单独二孩、
优生优育、关爱女性健康等计生
内容，营造有利于计生工作浓厚
的氛围，进一步提高计生知晓率。
服务上立足一个“情”字，真情服
务、以情感人。围绕避孕节育开展

“轻轻地告诉你”活动，通过制作
宣传手册，采取挂牌上门咨询、
QQ互动咨询、电话热线咨询等方
式，帮助育龄群众了解更多的避
孕知识，解除他们避孕中的思想
顾虑，让他们放心地选择更适宜、
更安全、更有效的避孕方法，切实
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李海涛 刘丽)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王蕾) 13日，
全市各县区教育局长座谈会召
开，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2015
年，滨州市将规划完成中小学
校舍标准化建设项目200个，并
启动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

2015年，滨州市将深化实
施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强化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高中
招生录取中的应用，学业水平
考试范围覆盖国家规定的所有
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或及格、
不及格方式呈现。严格规范日
常考试，不允许以县为单位组
织统考。

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
学制度。坚持杜绝不正常的择
校和收取择校费。要做好农村
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少年的入
学工作，大力推进残疾儿童随
班就读和开展送教上门工作，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达到95%。实施“区域推进新教
育实验”项目。今年市教育局将
扎实推进新教育实验，适当扩
大实验范围。

“改薄工程”是今年市《政
府工作报告》列出的十大民生
实事之一。滨州市将完成义务
教育全面“改薄”工程，全市规
划完成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
项目200个，购置教学、生活设

备器材5万件套，改造运动场地
及实验室100个，改善薄弱校基
本的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

完成教育信息化“三通两
平台”建设，实现全市中小学实
验教学管理数字、常态化、制度
化。完成全市校园安全及平安
校车天网工程全覆盖任务目
标，建成1个市级和10个县域教
育电子监控平台，实现对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重点部位和校车
运行的实时监控。启动实施第
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推进中小学足球和游
泳进校园等活动，带动学生养
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切实抓实
抓好足球进校园活动。启动滨

州市艺术教育普及计划。开展
好信息技术教育，办好实验技
能、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
动，为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
提供更大舞台。

加快滨州市公共实训基地
和中等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
设，尽快建成10个市级中等职
业教育实训基地。继续推进能
工巧匠进职校计划，提高“双师
型”教师比例。遴选10个与纺织
家纺、油盐化工、粮油果蔬、装
备制造等对接紧密的中职及高
职专业重点建设。各县区每所
职业院校有1-2个专业入选“市
职业院校服务产业重点专业建
设工程”。

今年滨州市将以薄弱学校改造为重点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完完成成中中小小学学校校舍舍标标准准化化建建设设220000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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