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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等领域用气用电必须为民让路，“压非保民”

本报记者 李军

为确保城市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和电代煤、气代煤、地热、空气能等清洁供暖安全运行，满足群众用热需求，减少燃煤取取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改善空
气环境质量，结合聊城市实际，制定《聊城市冬季供暖保障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在存在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工业等领域用气用电必须为民让路，

“压非保民”。

工业等领域用气

用电必须为民让路

为确保此项工作有序开
展，取得实效，决定成立聊城市
冬季供暖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负责对冬季供暖保障
工作进行总体指导和督办。

根据居民供暖是否正常、
燃气采暖气源是否稳定、电采
暖的电价优惠政策是否落实、
燃煤采暖的煤炭是否供应、计
划内和计划外的气代煤和电代
煤改造任务是否完成的要求，
确保完成以下任务目标。

热电联产集中供暖，确保
主城区2017年新增供热面积不
低于100万平方米，其他各县
(市)按照当地政府考核目标确
保完成；清洁能源供暖，热电联
产集中供暖不能到达的区域，

按计划实施电代煤、气代煤等
清洁能源供暖，2017年确保完
成10万户改造工作，并投入使
用；进入供暖季，凡属没完工的
项目及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
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
式；已完工的项目及地方，必须
确保气源、电源稳定供应及价
格稳定。在存在问题和矛盾的
情况下，工业等领域用气用电
必须为民让路，“压非保民”。

城市主城区及周边的乡镇
应优先考虑集中供热。着重在
机组和管网安全运行及储煤保
障等方面排查，确保稳定安全
供暖。

规范供热企业服务行为，
确保供热质量稳定，群众满意
度提升，居民投诉率明显下降，
社会和谐稳定；燃煤储备充足，
供热保障能力强；稳妥推进热
源企业直供到户，集中供热普

及率显著提升；凡是安装热计
量表并具备运行条件的小区，
应实施供热计量并按计量收
费；逐步推行取暖费由银行代
收代缴制度；各供热企业管理
水平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供热企业运行事故率控制在
2‰以下，故障报修处理及时率
100%。供热效果能够满足居民
需求，居民投诉率力争控制在
3 % 以 内 ，用 户 投 诉 处 结 率
100%。

气代煤电代煤项目

乱收费将严厉追责

气源保障。保障气源充分、
平衡供应是做好气代煤用户供
暖取暖工作的关键。各县(市、
区)要无条件保障民生用气，无
条件“压非保民”，制定并严格
落实调峰预案。要积极争取中

石油、中石化增加供应指标，落
实增量供应。各燃气企业必须
顾全大局、服从指挥，无条件接
受气量统一调配，严禁将民用
气转售工业使用。

加强气源调度。实行日调度
周通报制度，及时协调解决气源
供需方面的困难问题，要加快储
气和调峰配套设施建设。

统筹做好电力保障。供电
公司要做好电力设施的巡检和
维护工作，确保群众冬季用电
需求。

确保用气用电用煤安全。
立即开展冬季取暖、用气用电
用煤安全大检查，特别是对新
上气代煤、电代煤设施的管网
线路、房屋室内通风等重点环
节，进行深入细致排查，及时消
除各种安全隐患。加强对群众
特别是农村地区居民的取暖安
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

全防范能力。
严格落实价格政策。对气

代煤电代煤项目乱收费问题，
要不折不扣即刻整改，对有违
规涨价、乱收费等行为的市场
主体要严厉追究责任。

确保气代煤电代煤补贴到
位。根据聊城市冬季清洁取暖
实施方案财政已承诺的补贴必
须到位，确保气代煤电代煤工
作顺利进行。

健全洁净型煤配送网点，
方便群众购买；进一步加强洁
净型煤质量监管力度，严厉打
击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质量
问题；配套更换节能环保炉具。
各县(市、区)要结合清洁煤炭
及洁净型煤的使用，积极引导
用户将传统炊事采暖炉配套更
换为节能环保型炉具，实现煤
炉匹配，提高热效率，减少烟尘
排放。

本报聊城1月3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郝
丽莎) 2017年12月25日，
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行
政审批“一窗受理”正式运
行，实现“一窗接件、受办分
离、分类审批、限时办结”，
标志着东昌府区深化“放管
服”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目前东昌府区实行的
“一窗受理”，按照“前台统

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
一窗口出件”的政务服务
新模式，变串联审批为并
联审批，变“一事跑多窗”
为“一窗办多事”，实现了
政务服务一窗受理、数据
共享和效率提升。

在业务办理过程中，
企业、群众可将办理业务
涉及的所有申请材料一次
性全部交由“一窗受理”窗

口工作人员，再由工作人
员将提交的申请材料实时
录入政务服务平台，推送
至相关部门窗口，各审批
部门窗口按需自行下载清
单资料，同步审批，内部流
转，在规定时限内由发证
窗口统一出证，群众办事
无需再跑多个审批部门。

据统计，“一窗受理”
运行一周以来，共收到群

众办件申请1000余件，突
显了“实现受办分离，遏制
体外循环，改善服务态度

“的成效，初步达到了方便
群众办事、规范审批行为、
提 高 审 批 效 率 的 良 好 预
期。目前，全区已有162项
行政许可事项可实现“一
窗受理”，下一步将涉审的
公共服务事项纳入“一窗
受理”。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全全面面推推行行““一一窗窗受受理理””新新模模式式
全区已有162项行政许可事项可实现“一窗受理”

本报聊城1月3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元旦小长假，市民出
游兴致高涨，旅游市场一片
红火，以温泉养生游、采摘
游为热门主题的冬季游产
品人气最高，引爆了冬季假
日旅游市场，旅游接待人数
和旅游总收入两项指标均
实现稳定增长。

各旅游监测点游客接
待量保持增长，旅游综合消
费稳步提升。其中，天沐温
泉度假区接待游客1904人
次，增长85 . 21%。阿尔卡迪
亚国际温泉酒店接待游客
5954人次，增长7 . 2%；实现

旅游消费40 . 08万元，增长
6 . 67%。景阳冈、狮子楼景区
共接待游客6500人次，增长
16%；实现旅游消费13 . 2万
元，增长19%。冠县清逸生态
园接待游客3000人次，增长
20%；实现旅游消费20万元，
增长30%。

记者了解到，“元旦”小
长假依然是一日游、周边
游、短线游、自驾游等短线
游受热捧。阿尔卡迪亚国际
温泉酒店、冠县天沐温泉
度假村、盛景温泉水世界、
莘县柏庆温泉、高唐泉聚
苑温泉等多样主题的温泉
产品销售均持续火热。元

旦前夕，聊城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市联合各县(市)区
旅游企业、旅游景(区)点、
旅行社等涉旅企业，依托
自身资源，提前谋划，精心
策划，充分借力聊城旅游
市场，整合重组各景区优
势资源，全市上下一盘棋，
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文化支
撑、群众参与性强、喜闻乐
见、丰富多彩的冬季旅游
活动，发布了水城旅游产
品、水浒文化体验产品、运
河文化旅游产品、黄河文
化旅游产品、森林旅游产
品、温泉休闲体验产品、阿
胶养生养心产品、乡村休

闲旅游产品共 8条精品惠
民旅游线路。

元旦假期，聊城丰富多
彩的冬季旅游活动、创新开
发的旅游产品、大幅度的优
惠政策激发了人们的出游
热情。聊城各县(市、区)假日
旅游活动推陈出新，好戏连
台，将产品重点放在温泉养
生、采摘、祈福、民俗等特色
主题休闲产品上。整个元旦
假日期间，全市旅游市场秩
序井然，未发生旅游投诉和
旅游安全事故，游客对聊城
推出的冬季旅游产品好评
如潮，对旅游消费环境赞誉
有加。

元元旦旦假假期期聊聊城城旅旅游游再再迎迎““开开门门红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2017年12月26日，聊
城大学农学院学生党支部按照“1+
1”好支部共建要求，组织党员代表
赴广平乡小吉庄与该村党支部党员
集中开展“三个一”活动。分层次全
方位解读了十九大报告，受到了村
党员一致欢迎。

而后结合专业知识就乡村农业
发展等共建具体事项进行了深入研
讨，达成初步一致意见。为进一步加
强支部建设，促进文化知识交流，农
学院学生党支部向小吉庄村无偿捐
赠文化类书籍约60余本。

(井岗 杨明珠)

农学院学生党支部

赴广平乡小吉庄

开展“三个一”活动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迪昕玻璃艺

术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71502600509819)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冠县恒联农林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字 ：鲁 聊
371525344620705)遗失作废。特此
声明。

挂失声明
冠县恒联农林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371525200024055)遗失作废。特此
声明。

2017年12月23日晚，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2015级学前教育舞蹈汇报演出在音乐学院
五楼音乐厅举办。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于源溟教授、副院长康延军、学前教育专业系
主任姚志强以及学院其他老师到场观看了本
次演出。此次汇报演出是对2015级教科院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两年来学习生活的总结，不仅反
映了同学们的成长足迹，展现了其扎实的专业
技能，更将专业学习与学生活动结合起来，体
现了学生们热情洋溢的青春风貌。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耿羽倩 郭卓
摄影报道

聊大教育科学学院

举行学前教育舞蹈演出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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