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17年底，聊城市禁燃区外的农村居民全部实现洁净型煤替代

主主城城四四区区洁洁净净型型煤煤每每吨吨补补贴贴440000元元
本报记者 李军

记者从聊城市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有效改善全市空气环境质量，解决农村
原煤散烧产生的污染问题，全面实现禁燃区外洁净型煤全替代全覆盖的目标，制定《聊城市禁燃区外洁净型煤
全面替代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到2017年底，聊城市禁燃区外的农村居民全部实现洁净型煤替代。

7家洁净型煤加工

配送企业建成投产

完成洁净型煤加工配
送企业和配送网点建设。今
年7家洁净型煤加工配送企
业要按照市政府要求全部
建成投产。各县(市、区)政
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切
实做好洁净型煤加工配送
企业监管工作，加大对全市
洁净型煤加工配送企业的
督促检查。已经建成投产的
洁净型煤加工企业要尽快
完善各项手续，正在建设中
的企业要加快工作进度，力
争早日达产达效。

要努力把洁净型煤加
工企业建设成洁净型煤加
工、储存、配送示范企业，环
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示范企
业，实现精细化加工和集中
统一配送，满足本辖区洁净
型煤消费需求。去年因时间
仓促，煤源紧张，主要以外
购型煤为主，外购的型煤直
接配送到村入户，很多配送
网点没有发挥承上启下的
中转站作用，并且没有统一
标准和要求。今年，聊城市
将继续完善洁净型煤配送

网点建设，全部规范化建设
完成，真正使其在洁净型煤
配送网络体系中发挥好应
有的作用。

无死角取缔

非法散煤经营点

坚决彻底取缔不符合
质量和环保要求的散煤经
营。要继续加大煤炭经营市
场管理，针对当前煤炭市场
比较混乱、散煤取缔工作出
现反弹的严峻形势，积极开
展煤炭市场专项检查，对流
动销售点和钉子户采取集
中行动，无死角取缔非法散
煤经营点。加强执法检查，
坚决打击和取缔销售不符
合民用煤质量标准的散煤
经营，防止非法散煤经营死
灰复燃，为洁净型煤推广提
供有力保障。

切实加强煤炭质量监
管力度。要加大煤炭质量监
管执法力度，凡经营销售不
符合洁净型煤质量标准的
加工企业，一律依法顶格处
理，处罚到位。要加强对县
(市、区)型煤加工企业煤炭
质量抽样检验工作的督促
指导，规范抽样检验程序、

办法。对洁净型煤质量保持
高频率的抽样检验，确保洁
净型煤质量达到聊城市质
量指标要求。对检出不合格
的洁净型煤要及时通报相
关单位，依法处置。

从源头加强煤炭运输
车辆管控。市交通、公安、质
监部门要坚持疏堵结合，继
续加强煤炭运输车辆检查，
加大上路执法力度，严控和
查处散煤运输车辆，坚决杜
绝劣质煤炭进入聊城市，坚
决把好运输通行关，为洁净
型煤推广提供有力保障。

2017年继续对

洁净型煤进行补贴

落实洁净型煤和节能
环保炉具补贴政策。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财政
扶持、民企同利”的原则，
2017年继续对洁净型煤进
行补贴，民用洁净型煤价格
补贴仍按2016年标准执行，
即主城四区洁净型煤补贴
暂定400元/吨，由市、区财
政各负担50%；其他县(市)
洁净型煤补贴标准由县(市)
确定，原则上不低于2016年
标准，由县(市)财政予以保

障。贯彻落实全省“炉煤配
套”的散煤治理工作思路，
结合省煤炭局下发的“型煤
炉具生产企业推介目录”，
积极做好推介工作。各县
(市、区)、市属开发区要加大
节能环保炉具推广力度，确
定推广类型，研究制定炉具
资金补贴政策，确保洁净型
煤使用和炉具改造替换到
位。

加强宣传引导和社会
监督。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居民积极使用洁净型
煤和节能环保炉具，深入乡
村开展炉具试烧演示和使
用指导。各县(市、区)、市属
开发区要设立公开举报电
话，接受社会监督，打击劣
质散煤、型煤销售行为。要
公布洁净型煤配送热线电
话，保障洁净型煤充足供
应，对居民反映的洁净型煤
不能及时足量供应、质量等
问题，一经查实，将严肃处
理。要不断挖掘工作中亮
点，通过树立典型，推广经
验，形成示范效应，营造全
社会共同支持洁净型煤和
节能环保炉具推广的良好
舆论氛围和强大的工作合
力。

本报联系8月14日讯(记
者 邹俊美 通讯员 魏
晓倩) 8月10日，由山东省
妇联主办的山东省“最美家
庭”故事巡讲活动走进聊城
阳谷县。省妇联副主席魏艳
菊、聊城市妇联主席刘素芹
以及阳谷县有关领导出席
活动。

报告会上，李瑞红、白
雪丽、马成银和吕寿庆4位
全国、省“最美家庭”代表分
别讲述了他们的“最美”家

庭故事。移风易俗、公益阅
读 、孝 老 爱 亲 、爱 国 爱
家……4位代表从不同侧面
诠释了“最美”的涵义。带着
公婆再嫁的好媳妇孙宗珍
家庭、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的
好媳妇孙洪香家庭、带领整
个家庭办起社区书屋的昌
德松家庭、用爱托起乡村孩
子明天的李济远家庭、守望
井 站 二 十 载 的 薛 梅 家
庭……伴随着助讲人声情
并茂的解读，这些感人至深

的故事逐一呈现在观众们
的视野中。

阳谷县各单位妇委会
主任、乡镇(街道)妇联主席、
兼职副主席、文明办主任，
部分村(社区)妇联主席、优
秀妇女、家庭代表等共计
4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自2014年以来，聊城市
妇联在全市发起“最美家
庭”寻找活动，全市各级妇
联积极响应，深度挖掘，仅
阳谷县就涌现出各级各类

最美家庭600余户，其中张
德宪、李瑞红等家庭荣获全
国“最美家庭”，孟传科家庭
荣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省妇联副主席魏艳菊
一行还实地调研了聊城市阳
谷县张平汽车饰品有限公司
妇女之家建设情况以及带动
贫困妇女居家创业等工作，
并到阳谷县郭屯镇姜邢村就
妇女儿童家园建设、“会改
联”工作和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等进行调研。

全全省省““最最美美家家庭庭””故故事事巡巡讲讲走走进进阳阳谷谷
该县已涌现出各级各类最美家庭600余户

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
者 李军) “聊城仲裁杯”
首届手机摄影大赛已经成
功举办了八周，得到了广大
聊城市民的支持，纷纷上传
手机摄影作品，第九周摄影
比赛开始征集手机摄影作
品，请各位摄影爱好者抓紧
投稿。

第九周的手机摄影主
题为“文明在行动”，主要反
映市民身边聊城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点点滴滴，投稿
时间8月18日截止，网上展
示及投票时间为8月19日至
20日。参赛者可直接关注聊

城仲裁(微信号：lczhongcai)
微信平台，点击“摄影报名”
即可进行投稿，同时填写个
人信息(作者姓名、作品题
目、拍摄时间、地点、联系方
式等)。

此次比赛以聊城市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为指导单位，聊城市国
土资源局、聊城仲裁委、聊
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联
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共同
发起，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主题，旨在发现聊城之
美，弘扬文明主旋律，通过
广大手机拍客镜头，记录大
美聊城的文明景象，讲述百
姓身边的文明故事，迅速在
全市范围内掀起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热潮。

参赛作品单张或者组

照，组照为3张。能反映文明
城市创建活动和成果的风
光、纪实、民俗风情等原创
摄影作品均可参赛。作品须
以手机拍摄为准，谢绝提供
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
的作品。本次活动不收参加
费，不退稿。

本次摄影比赛设周赛、
月赛、总决赛，最高奖品为
价值3800元的名牌手机。获
奖照片不再参加其他奖项
的评选，获奖选手均需另提

供照片参赛。获奖作品将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聊城
仲裁网、聊城国土资源局官
网、聊城仲裁微信公众平台
集中展示。获奖摄影作品集
册展览，并举办颁奖晚会。

大赛特组建聊城仲裁
“文明聊城拍客团”，请所有
的参赛选手务必扫描二维
码添加，比赛进展情况将在
群内公布，还将定期组织拍
客团成员采风，拍摄，走访
等活动。

“聊城仲裁杯”首届手机摄影大赛吸引众多市民参赛

随随手手拍拍文文明明 赢赢33880000元元名名牌牌手手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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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者 邹
俊美) 在市区非机动车道上行走
的市民会发现，有些路面上有一块
块的黑漆，原来这是聊城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为了盖住
写在马路上的小广告刷的油漆，可
令人无奈的是刷上三四遍仍盖不住
这些小广告。

8月10日，在振兴路上，聊城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支
金璐像往常一样在刷路上的小广
告。当天气温较高，在空调屋里尚且
觉得热，而他每天要冒着炎热的天气
在路上工作八个小时。他负责东昌路
北的所有小广告清除工作，只见他骑
着三轮车，上面放着两个桶，一个盛
油漆，一个盛沙子。他用刷子在油漆
桶里沾一下，又在路面上写有办证小
广告的位置刷三四下。他说，这个小
广告看上去仍很清晰，但已刷了三遍
油漆。说着，他又抓了一把沙子盖在
油漆上。原来，因为来回电动车、自行
车较多，不盖上沙子，油漆不一会就
会被从此经过的车辆带走，这样做虽
然能留住油漆，但也给在此打扫卫生
的环卫工添了不少麻烦，等油漆干
了，环卫工还得把沙子清扫干净。

在非机动车道上工作他要格外
小心，因为很多市民急着赶路，稍不
注意就会被车撞一下。支金璐说，因
为他负责的区域小广告很多，一天八
个小时几乎没有歇着的时候。路面上
的广告还算好清理，刷几遍漆就可以
了，写字在桥头上和电线杆上的小广
告最麻烦，刷上漆虽然能盖住广告，
但漆的颜色跟桥头和电线杆上的颜
色不一样，看上去像块补丁。

小广告做到马路上

刷三遍漆盖不住

支金璐把刷子在油漆桶里沾上
油漆。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给安全生
产工作带来压力，国网聊城供电公
司加大了电网线路、设备隐患排查
力度，重点消除隐患缺陷，防止因高
温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确保高温大负荷期间电网设备安全
可靠运行。

本报通讯员 赵寰 摄

冒高温 保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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