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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聊城3月26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金梅

付延涛) 24日下午，聊城市公
安局举行禁毒工作新闻发布
会，通报聊城市开展三年禁毒
人民战争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
的阶段性战果。聊城市公安局
副局长、市禁毒办主任韩明忠
在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8起，抓获
毒品犯罪嫌疑人20人，缴获冰
毒等各类毒品2600余克，查获
吸毒人员63人，同比上升62%，
强制隔离戒毒16人。

聊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市
禁毒办主任韩明忠在会上介
绍，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坚
持严打方针和“零容忍”理念不
动摇，严格落实“逢嫌必检”工
作，深挖幕后毒贩。今年2月4日
晚，临清市公安局在聊城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和技侦支队的大
力支持下，在阳谷、高唐县公安
局的积极配合下，在聊阳路郭
屯收费站口一举将一重大贩卖
毒品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当
场缴获冰毒17 . 23克，作案轿车
一辆；2月7日，在阳谷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二中队的协助下，在
阳谷县李台镇一酒店内将该案
的另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崔某
抓获。经审讯，崔某、陈某某对
其自2016年以来先后十余次从
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手中购买
冰毒用于吸食、贩卖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今年2月3日，经过
周密部署，公安机关对涉嫌买
卖毒品犯罪的王某某成功实施
抓捕……今年以来，全市共破
获毒品刑事案件18起。

聊城目前建立了公安、安
监、食药监、工商、卫计委、商务

等部门间工作协调机制，每个县
市区1名易制毒化学品专管人
员，强化易制毒化学品专项整
治。目前已经对全市665家易制
毒化学品企业落实了登记管理，
共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
证明4950份、运输备案证明4649
份。

韩明忠在会上介绍，受国
际国内涉毒因素的综合影响，
目前聊城面临的毒情依然严峻
复杂。全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已达1300余人，全市139个乡
镇、街道均有涉毒问题。登记吸
毒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已达万分
之2 . 1。下一步，市禁毒委将全
面组织打好“扫毒”攻坚、“天
目”铲毒、“关爱”宣传、“清源”
整治、“回归”收戒、“联动”创建
等六大战役，坚决打好打赢这
场禁毒人民战争。

24日，聊城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聊城禁毒工作
情况。 本报记者 李怀磊 摄

本报聊城3月26日讯(记者
李军 ) 3月24日，为全面实现

《聊城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目标，切实改善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市环保局根据《关
于立即开展八个春季执法集中

“ 清 零 ”的 通 知 》( 聊 气 办 发
〔2017〕8号)要求，研究制定了
《聊城市未达标燃煤机组“清零”
实施方案》。目标在于督促落实
燃煤发电机组(含自备电厂)废
气治污设施提标改造，达到超低
排放标准，对达不到标准的实施
停产措施，并加强执法监管，为
全市空气质量改善提供重要保
障。

方案指出实施时间为2017
年3月底前，实施对象为全市所
有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未通过环
保验收的燃煤发电机组(含自备
电厂)。

全市所有未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建设，排放废气不能实
现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的燃
煤发电机组，自2017年4月1日
起，全部落实停产。在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通过竣工环保验收之
前，不得恢复生产。根据3月初调
度情况，全市共计24台燃煤发电
机组尚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分
别为临清运河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1、2、3机组)、山东省莘县森
源实业有限公司(1、2机组)、阳
谷森泉热电有限公司 ( 1、2机
组)、东阿华通热电有限公司(1、
2机组)、茌平信发华宇氧化铝有
限公司(1、2、3机组)、齐鲁供热
有限公司(1、2、3、4机组)、山东
泉林集团热电有限公司(1、2机
组)、山东泉林秸秆综合利用有
限公司(3、4机组)、山东高唐热
电厂(5、6机组)、鲁西集团动力
分公司(1、2机组)等。对已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建设并投入
运行的燃煤发电机组，尽快组织
竣工环保验收。2017年4月1日
前，各县(市)环保局、市局各分
局组织各燃煤发电企业将达标
承诺及监测证明报市环保局；4
月底前，将改造工程的可研批
复、环评批复、竣工环保验收监
测报告书以及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等有关书面材料一并报
市环保局备案。

各县(市)环保局、市局各分
局要制定严于日常的措施，加强
对辖区内燃煤发电机组的环境
监管。对于停产类燃煤机组，要
按照规定时限，责令全部停止运
行；对于限期验收类燃煤机组，
在规定时限前完成竣工环保验
收，并提报有关书面材料。4月1
日零时起，全市所有燃煤发电机
组，一律按照《山东省火电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超低排放第
2号修改单的要求，执行超低排
放限值。

燃煤发电企业(含自备电
厂)是措施落实的责任主体，企
业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为随时
掌握辖区内燃煤机组的排污状
况，县(市)环保局、市局各分局
都要实行驻厂员制度，负责督促
相关燃煤发电企业停产措施的
按时落实。同时，明确一名联络
人员，负责停产、限期验收等措
施落实情况的上报和其他日常
联络。

聊聊城城燃燃煤煤发发电电机机组组不不达达标标的的

44月月11日日起起将将全全部部落落实实停停产产
在市公安局24日举行的

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聊城
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禁毒办主
任韩明忠公布了聊城涉毒举
报电话：8467070、7170669，同时
欢迎市民举报涉毒犯罪线索，
对提供线索的将按照《山东省
公民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奖励
办法》进行奖励。

“截至三月份，全市共接
到毒品犯罪举报线索13条，利
用线索破案6起，抓获吸毒人
员15名，兑现奖金22000元，充
分发挥了举报奖励的优势作
用。”韩明忠说，今年以来，市
禁毒办持续开展宣传活动，通
过发放禁毒宣传单等渠道和
形式，宣传禁毒重点工作，解
答群众咨询，积极教育引导广
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洁
身自爱、远离毒品，切实提高
了群众识毒、拒毒、防毒能力，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充分
发挥了举报奖励的优势作用。

今年3月16日，市长宋军
继、副市长郭建民、成伟同志

分别就聊城禁毒教育基地相
关建设工作做出重要批示，
聊城市禁毒预防教育基地建
设正式启动，预计于6 . 26国际
禁毒日挂牌启用。目前，阳
谷、东阿、高唐、临清四个县
级禁毒教育基地已经建成并
投入使用，茌平、冠县、莘县
正在紧张的建设施工当中，
将于近期交付使用。同时，全
市各级禁毒办积极推动创建
禁毒教育示范学校活动。各
级禁毒办联合教育部门，充
分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每
个县市区均建立了1所毒品预
防教育示范学校，做到教学
计划、大纲、师资、课时、教材
五落实，实现各类学校毒品
预防教育全覆盖。其中，临清
市实验高级中学、阳谷县实
验中学、东阿县第四中学被
评为市级禁毒教育示范学
校，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领
作用。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
讯员 王金梅 付延涛

聊城公布涉毒举报电话

市民举报有现金奖励

本报聊城3月26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交
通运输部门获悉，辐射阳谷
县内159个村庄的金堤河流
域扶贫大通道即将开工建
设，并计划于今年6月底完工
通车，这条道路建成后将有
效提升金堤河流域集中连片
贫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直
接受益人口达13万人。

据悉，金堤河扶贫大通
道位于聊城市的南部，起点
位于阳谷县阿城镇G341胶晏
线路口，终点为莘县古云镇
葛楼村南山东河南界，途经
阳谷、莘县13个乡镇，公路总
里程103 . 66公里。金堤河流
域扶贫大通道阳谷段途经9
个乡镇，境内全长67 . 2公里，

工程预计投资4 . 279亿元。道
路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县乡道
路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标准
为二级公路，路基宽度18-21
米，路面宽度12-15米，安防
等配套设施同步设计。全部
建成后，将有效提升金堤河
流域集中连片贫困区群众的
生产生活。

2016年10月19日，阳谷
启动了施工图设计招标。按照
时间节点制定了招标方案，于
3月3日挂标，计划在3月24日
开标并确定施工和监理企业，
4-6月份进行工程施工，将于6
月底完工通车。在迁占方面，
截至目前，共计拆迁941户，共
计69521平方米；路基上土完
成28300米，线杆拆迁689根。

葛头条相关

金金堤堤河河扶扶贫贫大大道道即即将将开开工工
6月底通车，13万人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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