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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巩
悦悦) 11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淄博市环保局了解到，《淄博市
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攻坚突破任
务清单》工作台账“出炉”，任务
清单包括五大类、九项具体任
务，以及完成标准、完成时限、
相关部门负责人等信息。

在产业结构调整攻坚突破
方面，任务为，关停取缔“散乱
污”企业4779家，提升改造18535
家。其中关停取缔的：实现“两
断三清”，即断水、断电、清理原
料、清理设备、清理产品，2017
年9月底前完成；提升改造的：
在全部落实停产的前提下，属

完善手续的，完善相关手续。属
整治提升的，完善污染治理设
施。其中，完善手续的2017年7
月底前完成，整治提升的2017
年10月底前完成；搬迁改造的，
按照“先关停、后治理、再入园”
的原则进行整治，依法实施搬
迁改造，将于2018年3月底前完
成。市直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为
淄博市环保局于照春；责任区
县及责任人为：各区县、高新
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
游度假区及党政主要负责人。

在节能降耗攻坚突破方
面，将完成所有在用燃煤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全面淘汰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完成时
限分别为：完成时限均为2017
年10月底前。在生态修复攻坚
突破方面，将完成2350家土壤
污染重点企业信息核实并积
极开展修复试点。9月底前完
成信息核实和上报，并开展
修复试点。

此外，将开展大武地下水
富集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完
成时限为：2017年12月底前。

另 外 ，今 年 冬 季 全 市
PM2 . 5浓度和重污染天数同比
下降15%。完成标准为：2017年
10月—2018年3月，全市PM2 . 5
浓度改善15%。

淄博环保突出问题攻坚突破任务清单出炉

月月底底前前关关停停44777799家家““散散乱乱污污””企企业业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巩悦
悦 通讯员 张兴国) 11日，齐
鲁晚报记者从淄博市环保局官
网获悉，2017年周村区计划实施
11094户气代煤电代煤建设任务，
目前该区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已
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开工2000
余户。

据了解，此次冬季清洁供
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实施范围
为周村区集中供暖范围以外的
区域，建设方式分为气代煤和
电代煤两种方式，同时对应两
种补贴政策。对于气代煤电代

煤工程实施，周村区计划用3年
时间在全区集中供暖范围以外
的区域全面实施冬季清洁供暖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对现有具
备条件的村(居)，2017年10月底
前确保完成1万户气代煤、电代
煤建设任务；2018年年底前基
本完成气代煤电代煤工程；
2019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气代煤
电代煤工程收尾。

为减轻群众负担，对于选择
气代煤的住户，燃气管网及户内
燃气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按照户
均3000元的标准补贴燃气企业，

同时，对相关住户推行气代煤用
气政策，气代煤采暖用户不再执
行阶梯气价。

对于选择电代煤的住户，补
贴政策为，采用蓄热式电采暖设
备及安装(含表后线路改造)资
金，按照85%(每户最高补贴5700
元)的标准补贴至用户。对电代
煤用户按照采暖期用电0 . 2元/
千瓦时的标准补贴用户，每户每
年最高补贴电量6000千瓦时(每
户每年最高补贴1200元)，用电量
不足6000千瓦时的据实补贴，补
贴时间暂定3年。

周村全面开展气代煤电代煤工程，现已开工2000余户

年年内内一一万万户户居居民民将将告告别别燃燃煤煤取取暖暖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马
玉姝) 11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获悉，近日，市政府下发通知，
授予孙霞等39名同志第七批淄
博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称号。截至目前，全市共选拔了
7批、247名专家。

淄博市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选拔工作是市委、市

政府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
市战略，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
市设立的专业技术人员专项
荣誉，旨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
中青年领军人才。选拔工作自
2005年开始，每2年开展一次，
每次选拔40人左右，入选专家
在管理期内享受市政府津贴，
并享受相应的休养考察、医疗
待遇。

淄淄博博新新增增3399名名

有有突突出出贡贡献献中中青青年年专专家家

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创
建文明城市”活动精神，张店
五中于近日开展了“清理小广
告，为创城尽责”专项清理行
动。

活动中师生拿着小铲子、
喷壶、塑料袋等工具，一边用
喷壶喷水，一边用小铲子铲，
对小广告进行细致的清理。经
过大家辛勤的清理，校园内外

面貌焕然一新，扎实推进和谐
校园建设，为创建国家级文明
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活动中，教师能以自身
的实际行动引领学生参与进
来，诠释着“创城我参与、为创
城尽一份力”的主人翁精神，
让学生从小做起，从小事做
起，为淄博创建文明城市尽一
份应尽的责任。 (王来)

张张店店五五中中开开展展

““清清理理小小广广告告，，为为创创城城尽尽责责””活活动动

近日，第十三届全运会击剑
女子重剑团体比赛在天津市体
育学院体育馆举行，沂源县竞技
体校输送队员侯光娟、孙一文、
王雅萍以30：29战胜辽宁队获得
冠军，这是山东在本次全运会上
获得的首枚击剑金牌。（江浩）

沂源籍运动员侯光娟

获全运会女子重剑冠军

桓台县起凤镇中心学校：

多项活动庆祝教师节

新学期，沂源三中提出规
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八个
精心”，旨在加强教师职业理想
和职业能力教育。（江秀德）

沂源县鲁村中学举行教师
节庆祝活动。为任课老师献上一
杯浓茶，来感念师恩；送一束鲜
花，感谢老师无私教诲。(唐家坤)

教师节期间，起凤镇中心学
校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
尚，着力营造节日浓厚氛围。开
展师德建设月活动。开展优秀教
师、十佳师德标兵、十佳优秀班
主任评选活动。开展“感恩教师
节”主题教育活动。（李英云）

为推进教师综合素能提升
及高效课堂文化建设工程的全
面实施，新学期伊始，陈庄中学
开展“人人争做最认真教师”师
德实践活动。经过老师自荐、学
生评选、级部主任把关，最终确
定最认真教师。 （耿佃春）

桓台县陈庄中学：

评选最认真教师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遵守交通法规教育

为加强对学生法制与交通
安全的教育与管理，使学生明白
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近日，
齐都镇桓公小学对一年级新生
开展了“关爱生命旅程，遵守交
通法规”系列活动。旨在使学生
增强安全意识。 (杨阳)

开学第二天，区教研室领
导对高阳中学进行了开学后的
教学视导工作。据了解，该校校
领导有效筹划，全体教职工积
极准备，开学第二天学校的全
部教学业务、教学常规已正常
运转。 （齐国栋）

临淄区高阳中学：

教研室视导 促进教学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

开展教师宣誓活动

为切实增强教师教书育人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南
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在教师节期
间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教师宣
誓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在
国旗下，全园教师举起右手庄严
宣誓。 (亓永玲)

为了确保新学期各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近日，大张学校召开
新学期第一次全体教师工作会
议。会上，崔波校长带领全体老师
学习了《三年发展规划》，并对新
学期工作目标和整体思路作了
部署并提出具体要求。（国旭）

张店区大张学校：

召开新学期教师大会

临淄区齐都中心小学：

举办青年教师展课大赛

近日，齐都中心小学举行了
一学期一届的“卓越杯青年教师
展课大赛”。学校组织35岁以下
的教师进行分组竞赛，从说课、
展示课、反思课等多角度进行比
试，旨在打造积极向上、奋力争
取的教育氛围。 （徐露）

康平小学坚持走内涵发
展之路，坚持依法治校，为使
学校的规章制度得到有效实
施，做到人人皆知、自觉遵守、
互相监督，开学第一周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遵规守纪团结干
事”制度学习周活动。(郭林泰)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遵规守纪学习活动

教学落实“八个精心” 丰富活动庆教师节

近日，皇城一中邀请相关专
家为全体学生做了一场守法爱
国专题法制报告会。案例生动翔
实，分析深入浅出，教育学生要
知法、懂法、守法，提高自己的法
律意识，争做社会主义好公民。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法制教育专题会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安全疏散演练

为了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
教育，近日，马尚一中举行校园
紧急疏散演练活动。目的让全校
师生熟悉教学楼逃生路线，以达
到有序、迅速的引导学生安全疏
散，确保全校师生生命安全。

（孙梦君）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教体办
70余名教干教师代表参观了振
华事迹展览馆，被李振华老师情
洒沂蒙的大爱所震撼。(唐菁怿)

参观振华事迹展览馆

日前，沂源县张家坡镇冯家
圈小学组织教师开展“践行振
华精神，干好本职工作”宣誓活
动。 (任晓寒 杜玉鹏)

学习振华精神，教书育人

近日，沂源县沂河源学校
举办小初衔接会。旨在加强教
师班级管理水平、提高教师教
育质量。（高学忠 李文华）

举办小初衔接培训会

日前，房镇中心小学组织全
体教师分组开展了假期读书交
流活动。有的抒发在读书中感悟
成长的喜悦；有的叙述了在教育
大师专著的引领下，自己教育观
念的更新。旨在提高教师的读书
热情。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举行读书交流会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

为让学生迅速收心归位，
保持课堂听讲专注度，保证课
堂学习效率和自习质量，为新
学期学习开好头。日前，皇城二
中精心组织了“开学第一课”好
好学习主题教育活动。

（于扩军）

桓台县田庄中学：

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

日前，田庄中学举行了新学
期开学典礼。王金星校长向新生
们阐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肯定
了过去一学期里全体师生的努
力和贡献，并且提出了新学期的
希望：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
健体，成人成才！ （于春苗）

张店十一中：

开展师德宣誓活动

日前，张店十一中全体教职
工满怀着对学生的爱与责任，面
对庄严神圣的五星红旗和台下
的全体学生，做出了身为一名人
民教师的郑重承诺。“忠诚人民
教育事业，遵纪守法，恪守师德，
关心学生，为人师表。（韩淑彬）

注销公告

淄博胜工塑胶管道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3760956515H)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由郭翼东、张军廷组成，郭翼东任组长。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淄博胜工塑胶管道销售有限公司

2017年9月9日


	Y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