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4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山东济铁旅行
服务有限公司菏泽地区候车室
商铺正在对外招商。

据悉，菏泽火车站是鲁西
南地区最大的集客、货业务的
综合站，日均旅客量近2万人
次，最高日旅客发送量超过3万
人次。2014年新改建投运，双层
候车室，站房总面积近1 . 5平
米。曹县站是山东省的文明大
站，始发和停靠列车30列，现正
积极协商开行公交化动车组，
每2小时一趟公交化开行。梁山
站隶属济南铁路局聊城车务段

管辖，现为三等站。对外招商的
三个火车站最高日发送旅客超
过4万人次，人流量高度集中，
也带来无限商机。

一、招商项目；菏泽地区招
商商铺包件明细

包件一
1 .菏泽站候车室一层，场

地编号：菏泽—03，面积109平
方米。

招商业态：超市、便利店。
最低限价(24元/㎡天)。

2 .菏泽站候车室二层西北
角，场地编号：菏泽-04，面积：
33平方米。

招商业态：超市。最低限价
(35元/㎡天)。

3 .菏泽站候车室二层北
侧，场地编号：菏泽—09，面积：
35平方米。

招商业态：超市。最低限价
(35元/㎡天)。

4 .曹县站候车室内，场地
编号：曹县—01，面积：18平方
米。

招商业态：超市、彩票、小
件寄存。最低限价(5元/㎡天)

包件二
1 .菏泽站候车室二层西南

角，场地编号：菏泽-05，面积：

204平方米。
招商业态：超市。最低限价

(20元/㎡天)
2 .菏泽站候车室二层西南

角，场地编号：菏泽-06，面积：
53平方米。

招商业态：专卖店(含鸭
脖、肉类专卖、按摩椅、彩票、甜
品站等非超市、便利店业态)最
低限价(26元/㎡天)

3 .梁山站候车室内，场地编
号：梁山—01，面积：14平方米。

招商业态：超市。最低限价
(3 . 5元/㎡.天)

二、招商方式：公开招标

(二轮报价、综合评审)
三、租赁期限：包件一、二、

租期均为三年。合同期满，同等
条件下本次中标商户优先续约。

四、招商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竞争性谈判

者，请在聊城经营部办公室
招商接洽处领取招商文件。招
商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
不退。

五、联系方式
地址：聊城火车站北邻聊

城车务段二楼东首招商办公室
了解详情，可拨打电话电

话：0635-8495177联系。

最高日发送旅客4万余人次

菏菏泽泽地地区区火火车车站站候候车车室室商商铺铺对对外外招招商商

聊聊城城市市冬冬季季清清洁洁取取暖暖工工作作全全面面展展开开
2020年全市完成65万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本报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刘广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根据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
件要求，日前，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聊城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文件，对聊城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部署，调整完善了
领导小组，力争用四年时间，完成全市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工作。

这次改造是以“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合理负担、
惠及民生”的原则，充分发挥
政府引导作用，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健全工作机制，统筹
规划协调，科学组织实施。按
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多
能互补”的技术路线，选择适
宜的取暖方式，有计划、有步
骤地实施城区和农村清洁取

暖工程。
工作目标一是热源端清

洁化改造。到2020年冬季采
暖季前，全市完成65万户清
洁取暖改造任务。按照示范
带动、面上推广、分步实施的
原则，2017至2020年清洁取
暖改造任务按10万户、20万
户、20万户、15万户进行分
解，实现主城区清洁取暖覆

盖率达到100%，县城清洁取
暖覆盖率达到85%，农村地区
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75%。二
是用户端建筑能效提升。到
2020年底，全市完成既有建筑
节能改造450万平方米，其中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150万
平方米，节能率不低于15%；既
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300万平
方米，节能率不低于20%。

2020年完成65万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改造范围和内容主要包
括：一是热源端清洁化改造。
对主城区、县城城区和工业
园区优先采用热电联产和
工业余热清洁取暖方式；对
未列入三年拆迁计划且集
中供热管网不能到达的城
中村、城郊村、小城镇以及
农村地区，采用天然气、地
热能、空气能、太阳能、电直
接采暖等清洁能源取暖的
用户，纳入财政补贴范围。
二是用户端建筑能效提升。
对全市范围内具有改造价
值的既有建筑实施节能改
造。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包括

外围护结构、空调通风和配
电照明、供热系统，能耗监
测与控制系统、可再生能源
应用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主要是外围护结构保温性
能 提 升 ，包 括 增 设 外 墙 保
温，更换隔热断桥中空玻璃
门窗。

改造实施步骤。一是制
定规划。2017年8月底前完成

《聊城市冬季清洁供暖专项
规划(2017～2020年)》的编
制、评审工作。各县(市)9月5
日前完成2017年试点区域规
划，9月底前完成本区域清洁
供暖专项规划。二是示范带

动。2017年10月底前，采用热
电联产、工业余热、地热能、
空气能、天然气、电直接采暖
等清洁取暖方式，完成《聊城
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下达的10万户改造任
务。三是全面推进。2018年10
月底前，各县(市、区)清洁取
暖改造任务完成 2 0 万户；
2019年10月底前完成20万
户；2020年10月底前完成15
万户。2018年至2020年，每年
完成100万平方米既有居住
建筑节能改造和50万平方米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任
务。

新能源将代替传统取暖方式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
立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市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市级领导干部分组
帮包工作机制。各县(市、区)
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作
为本区域清洁取暖工作责任
主体，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
构，将任务目标层层分解，压
实责任，抓好落实。

提前谋划，优化环境。各
级各部门要对清洁取暖工程
简化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加
快审批速度。对可能出现的
矛盾和困难进行分析研判，
做好相应的工作预案。

强化监管，确保质量。各
级各部门要坚持质量为先、安
全第一的原则，加强对清洁取
暖改造工程的全过程监管，严
把施工质量关、安全生产关。

加强调度，严格考核。将
清洁取暖改造工作，纳入对
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考核体系，一同进行考核。对
工作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
对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约
谈其主要负责人。

广泛宣传，全民动员。各
级各部门要采用报纸、电视、
网络等多种媒体和平台，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清洁取暖改造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考核

本报聊城9月4日讯(记者
谢晓丽) 4日下午，聊城上

空阴云笼罩，据市气象台预
报，本周有两场雨，一场在4日
夜间到5日白天，另外一场在
本周末。降水过后，秋老虎又
要发威了，7日全市最高温度
重新回到30℃以上。

“这天阴了一下午了，估
计晚会还得要下雨。”4日，聊
城的天气灰蒙蒙的，仿佛要下
雨的样子。记者从聊城市气象
台了解到，4日夜间到5日白
天，聊城阴有小雨，风力不大，
温度不高，市民会感觉很舒

服。6日聊城天气转晴，气温开
始回升，7日全市最高温将重
回30℃以上。此外，本周末聊
城还将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
程。

具体预报如下：4日夜间
到5日白天：阴有小雨，南风2
～3级，20℃～27℃，降水概率
70%；6日：阴局地有小雨转多
云，南风2～3级，20～29℃；7
日：多云转晴，南风2～3级，19
～32℃；8日：晴间多云，南风2
～3级；9日：晴转多云，南风2
～3级；10日：阴有小雨，南风2
～3级。

这场雨过后，“秋老虎”又要发威了

本报聊城9月4日讯(记者
邹俊美) 为了提升城区整

体环境卫生质量，进一步加大
道路扬尘污染防治，保证路面
达到“以克论净”的标准，聊城
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根据工
作实际，制定了《城区道路冲
洗实施方案》，充分利用夜间
车流量小、行人少的有利条
件，对城区内环卫处负责保洁
的道路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夜
间机械化大冲洗。

8月31日深夜12点，当人
们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50余
名环卫工人奋战在东昌路和
柳园路上。15台洒水车、9台高
压冲洗车同时作业，环卫工人
配合机械化清扫车辆，实施人
工刷洗和机械化冲洗相结合
的作业模式。

作为整个机械化作业的

总调度，50多岁的任守军队长
从一辆车上到另一辆车，上来
下去，额头挂满了汗珠。他充
满自信地说：“我们保证冲洗
过的每条道路都路见本色！今
后我们会不间断地对城区路
面进行夜间大冲洗，把城区主
次干道的路面都彻底清洗一
遍！”

同样，在柳园路与财干路
路口，一辆高压冲洗车正在缓
缓行驶，两边喷出的高压水雾
将路面尘土冲刷至道路两旁，
几名拿着扫帚和推刷环卫工
人紧随其后，一段一段将路面
清扫得干干净净。然而这一幕
幕仅仅是市城市管理局环卫
处开展夜间道路清洗工作的
一个缩影，在城区的其他主次
干道，都有这样的身影在忙碌
着。

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

夜间冲洗“擦亮”水城

环
卫 工 人
对 城 区
路 面 进
行 夜 间
大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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