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
百胜) 随着今冬供热季的
临近，聊城热电厂各项供热
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
推进。根据聊城市政府部
署，聊城热电今年要对市区
104个小区10万多户居民实
现直管到户、收费到户、服
务到户。这是聊城市今年重
点推进的一项惠民生、得民
心的重大工程，作为聊城市
主力供热企业，聊城热电举
全厂之力打响直管到户攻
坚战，制作1 0万余张缴费
卡，累计发放5万余张，确保
广大市民如期用暖。

供热直管到户一改过
去“热企——— 小区物业———
居民”的供热模式，彻底消
除小区物业私自降低供热
质量、克扣流量、捆绑乱收

费等弊端，得到市民的一致
欢迎。同时供热直管到户对
热企在管理、服务质量提升
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确保直管到户工作顺
利推进，聊城热电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讨论，结合企
业实际和小区具体情况，分
区域、分阶段制定了接管计
划，确保按照市政府要求，
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接管工
作。对今年列入接管名单的
小区，派出多个工作小组到
小区进行调查摸底和洽谈
水电资产交接，大家克服小
区物业不配合、工作协调难
度大、实际情况纷繁复杂等
重重困难，对部分老旧小区
量体裁衣制定改造计划和
应急预案，组织施工队伍倒
排工期，争分夺秒进行施
工，确保不影响居民正常用

热。
为确保直管用户及时

缴费，聊城热电创新服务方
式，推出供热缴费卡制度，
即 将 每 位 用 热 用 户 的 姓
名、房产面积、位置等信息
录入电脑系统，并制作发
放唯一编号的缴费卡，用
户利用卡号即可实现便捷
查询、缴费功能，并与银行
开展合作，实现银行网点、
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宝等
多平台快捷缴费，极大方
便了热用户。为确保如期
供暖，聊城热电迅速完成
了1 0万多户的信息采集、
录入、编号、制卡工作。为
确保将10万多张缴费卡尽
快发到用户手中，让用户
在供暖之前完成缴费，聊
城热电厂部立即在全厂发
出动员令，紧急抽调人员

到各小区发放缴费卡。”大
家水都顾不上喝，加班加
点，终于完成了5 0多个小
区的缴费卡发放工作，累
计发放5万余张。”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聊城热电制定完善供热

“首问负责制”和“对外服务
承56诺”，建立跟踪落实制
度，使用户的每一个诉求都
有落实、有监督、有反馈。为
方便广大用户，聊城热电开
通了供热服务微信公众号，
同时开通了四部热线咨询
服务电话，充实了收费和热
线电话接听人员，热线实现
24小时不间断接听。组建供
热应急抢修队伍，实行24小
时待命，确保对出现的问题
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保障供
热期间管网、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

聊城热电打响直管到户攻坚战，制作10万余张供热缴费卡

110044个个直直管管到到户户小小区区今今冬冬按按时时供供热热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
者 李军) 今年，聊城市有
序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气代煤电代
煤改造共完成133251户，其
中气代煤106055户，电代煤
27196户。

聊城市提前谋划、倒排

工期，将农村清洁取暖工作
任务分解到社区、村庄，制
定改造任务台账，并结合实
际制定工作方案和施工计
划，明确改造目标、改造方
式、保障措施等具体内容，
统筹推进线路改造、天然气
管道敷设、入户改造和设备

招标等各项工作。聊城市切
实加强督导检查，建立冬季
取暖工作调度制度，并加强
对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的全过
程监管。在总结2017年工作
的基础上，按照“宜电则电、
宜气则气、多能互补”的技术
路线，选择适宜的清洁取暖

方式，推进高效安全利用。
据了解，下步，聊城市

将切实把好竣工验收和安
全使用关口，全面开展调试
验收工作，加强安全管理，
落实气源保障工作，让水城
天更蓝、水更清、千家万户
更温暖。

聊城市有序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工作

全全市市气气代代煤煤电电代代煤煤改改造造完完成成113333225511户户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
者 杨淑君 ) 近日，聊城
市 人 社 局 根 据 鲁 人 社 规
[2018]13号文件对居民医
保个人缴费标准不低于220
元的要求，结合聊城广大居
民承受能力，确定2019年度
参保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

220元。
为便于居民参保缴费，

保障居民充分享受医保待
遇，2019年度居民基本医保
集中缴费期确定为2018年
10月20日至2018年12月20
日。对错过集中缴费期、在
核定财政补助人数日期之

前缴费的居民，缴纳该年度
个人缴费部分，基本医保待
遇等待期为3个月；对错过
集中缴费期、在核定财政补
助人数日期之后缴费的居
民，需补缴该年度个人缴费
和政府补助标准之和，且基
本医保待遇等待期为 3个

月。
对新生儿参保政策进

行了微调，规定从2019年1
月1日起，新生儿出生后6个
月内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并
缴纳个人缴费部分后，自出
生之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
遇。

22001199年年度度居居民民医医保保个个人人缴缴费费标标准准222200元元
明年起，新生儿6个月内参保可享居民医保待遇

本报聊城 1 1月 5日讯
(记者 张超) 近日，聊城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
政局、市人社局、市工商局
等五部门联合下发《聊城
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将重点围绕校内办学行为
规范治理、教师有偿补课
治理、规范治理校外培训
机构、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及加强家长教育引导
等五方面内容，切实为全
市中小学生课外“减负”。

《方案》规定，所有义
务教育学校一律免试招生
入学。严格落实《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
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教基厅〔 2 0 1 8〕5号 )

“十项严禁”纪律，禁止所
有小学、初中通过考试、面
试、面谈、考查等任何方式
或擅自附加条件招生；规

范课程开设。严格执行国
家 和 省 有 关 课 程 设 置 要
求，开齐课程，上足课时。
必须坚持“零起点”教学，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严禁

“超纲教学”、“提前教学”。
学校每学期初必须公开课
程设置、教学计划，全程接
受监督；严格学生作业布
置，严格规范日常考试。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
有偿补课，加强对在职教
师违规办班和有偿补课的
管理，严肃法纪，严格查处
违 规 办 班 和 有 偿 补 课 行
为 。对 监 管 不 力 、问 题 频
发、社会反响强烈的学校，
视 情 节 轻 重 给 予 通 报 批
评、取消师德考核“优秀”
等次比例自主申报资格、
取消评奖资格、撤销荣誉
称号等相应处罚，并严肃
追究校长责任。

在规范治理校外培训

机构方面，对已取得培训
许可证，但在消防、防疫、食
品卫生、建筑等安全设备不
符合规定，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培训机构要立即停办
整改，并建立传染病防控、
意外伤害、防踩踏等相关预
案；对未取得培训许可证、
也未取得营业执照(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工商营业执
照)，但具备办理证照条件
的培训机构，要指导其依法
到有关审批归属单位办理
相关证照；对不符合办理证
照条件的，要依法依规责令
其停止办学并妥善处置；对
已取得营业执照(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工商营业执照)，
但尚未取得培训许可证的
机构，具备许可条件的，要
指导其办证；对不具备许可
条件的，责令其不得再从事

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严格
按照相关审批部门核准登
记的经营(业务)范围开展
业务，从事经营。

违规聘用在职中小学
教师进行授课的；非法颁
发伪造证书等行为，由审
批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
的班次、内容、对象、上课
时间等要向所在地审批行
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
社会公布；各审批部门严
格审批培训机构，严格规
范业务范围。

同时，《方案》要求要
扎实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工作，准确把握课后服
务工作定位、科学确定服务
内容、创新课后服务形式、
保障课后服务学生安全、建
立健全课后服务管理机制；
加强家长教育引导。

规范校内办学行为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教师有偿补课等

五五部部门门联联合合发发文文为为中中小小学学生生课课外外““减减负负””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者 谢
晓丽) 为确保聊城市香江路道路
排水工程的顺利推进和道路安全畅
通，从11月5日开始，城区香江路(卫
育路—柳园路)道路机动车道、两侧
非机动车道将实施全封闭围挡施
工！

记者从交通管制通告上看到，
香江路(卫育路—柳园路)施工时间
为：2018年11月5日——— 2019年6月16
日。在此期间，在施工区域附近通行
的车辆，请自觉按照交通民警和施
工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车辆禁止
超车、超速行驶和乱停乱放。

城区香江路

(卫育路—柳园路)

5日起封闭施工

为了解消费者对“双十一”购物
的看法与态度，近日，聊城大学商学
院社会实践队走上街头展开问卷调
查活动。本次问卷调查就“双十一”
的购物网站、网购商品、网购原因等
情况展开了调查。市民认真详细地
填写了问卷。根据调查内容，队员们
了解到大多数市民是因为商品价格
低而选择在“双十一”期间购物，并
且大部分市民表示，明年还会继续
参加“双十一”活动。通过此次调查
活动，队员们提高了与人沟通交流
的能力，学到了许多购物消费的知
识。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公志超

摄影报道

购购物物问问卷卷调调查查

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狂欢节
来临，一场以“光棍节”为名义的网
络购物狂欢，如今俨然变成“买买
买”。面对铺天盖地的“双11”购物广
告，为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消费观，
聊城大学商学院社会实践队在西校
大服楼下向大学生消费者发出了网
络购物警示。针对双十一消费冲动
的现象，志愿者给同学们提了几点
建议，比如，合理计划，理性消费，切
忌冲动消费等。本次活动不仅帮助
学生树立了正确的消费理念，也对
同学们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行为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崔鑫 程在昌 摄影报道

理理性性消消费费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镇后王

村村民委员会开户许可证，公章，
法人章，不慎丢失，开户核准号
J 4 7 1 0 0 0 4 7 7 5 8 0 1 ，账 号
9150115021142050001421，公章刻有
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镇后王村村
民委员会，法人章刻有王庆珍印，
开户行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沙镇支行，申请开户许可
证，公章，法人章作废，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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