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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本报聊城4月16日讯(记
者 王尚磊) 4月16日，记者
从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
前，市城区610个小区、21万户居
民实现了供热直供到户，供热
直供到户率达到了85%。今年将
加大供热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新增集中供热面积300万㎡。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赵同江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说，为切实解决供热服务
质量不高的问题，根据市政府工
作安排，从2018年开始，市城区
积极推进供热直供到户工作。目
前，市城区610个小区、21万户居
民实现了供热直供到户，供热直
供到户率达到了85%。

通过直供到户工作，减少

了供热中间环节，提高了供热
质量和服务水平，绝大多数住
户室温普遍在20℃以上，群众
对供热满意率明显提高。

关于供热重点计划安排
问题，赵同江表示，2020年，市
城管局将主要围绕“供上热、
供好热”做好工作。加大供热
基础设施建设，今年计划新增
集中供热面积300万㎡。同时，
积极推进南部城区供热工程
建设，该工程建成后，城区将
新增供热主管道50公里，新增
供热能力1200万㎡，为城市发
展提供供热设施配套。深入推
进供热直供到户工作。根据城
区供热直供到户三年工作方
案，今年将继续推进供热直供
到户，实现直供到户全覆盖。

今年计划新增集中供热面积300万㎡
推进南部城区供热工程，新增供热主管道50公里

16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没有实现直供到户的，特别是部分
老旧小区因为没有采取外墙保温措施，
加之供热设施老旧、用户供热系统不合
理等因素，部分用户对供热质量不满
意，有的也可能出现室温不达标的问
题。至于退费问题，根据《山东省供热条
例》规定，确实属于供热企业责任的应
当退费。

但退费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用
户应当及时反映供热质量问题，供热企
业应当在24小时内对用户室温进行检
测，供热企业采取措施后，室内温度仍
然达不到18℃，根据不热的面积、时间、
温度，经供用热双方确认，达成相关退
费协议。二是用户对供热企业的测温不
认可，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用
户可以要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测
温，如果室内温度确实达不到18℃，并出
具合法检测报告，可以通过城市管理主
管部门督促供热企业积极退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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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期间室温不达标

退费应具备两个条件

通信线杆断裂，线缆凌
乱，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影
响聊城形象。赵同江说，目前
聊城城区内弱电线杆数量多，
联通、电信、移动、广电四家企
业交叉使用情况严重。聊城市
城区内通信单位使用的线杆，
很多线杆都找不到权属单位，
个别不负责任的通信单位只
使用不维护，造成断裂的线杆
无人管理、度弃的线杆没有拔
除、线缆凌乱也没人梳理，严

重影响城市容貌，与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要求格格不入。

赵同江介绍，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去年《聊城市城镇容
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
十一条作出了特别规定：架设
电力、有线电视、通信等各类
管线、杆体、箱体等，应当符合
城镇容貌标准，废弃的管线、
杆体、箱体等设施应当由所有
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及时拆除。
违反此规定的，凡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去年6月份，市城管委
办公室与市文明办联合开展了
城区“十乱”整治行动。市城管局
牵头抓总，东昌府区和各市属开
发区积极行动，各相关企业单位
积极配合，成效比较明显。截至
目前，共拔除线杆737根，督促通
信企业入地线缆4公里。

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关键年，也是贯彻落实
《聊城市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的第一年，将进一
步深化线杆线缆的整治行动，
与各区、住建部门联合，加大查
处的力度，向小街巷延伸，向小
区内延伸，同时调动各权属单
位的积极性，结合道路改造提
升，推动线缆入地工程，尽快消
除线杆隐患、线缆凌乱问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
者 王尚磊

通信线杆断裂、线缆凌乱存安全隐患

聊城将整治通信线杆只使用不维护等行为

“我也不会网上捐款，麻烦你帮我
把这一百元钱捐给武汉。”2月18日一早，
固河镇冯庄村一名脱贫党员王化福来
到村党支部办公室，将手中的一百元钱
塞到村支部书记焦维刚的手里坚定说
道。

王化福，今年73岁，是一名有着50多
年党龄的老党员。因其妻子为3级智障
残疾，且无子女，家中缺少劳动力，自己
年老体弱劳动能力差，造成家庭经济一
度相当困难。自2016年，王化福一家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系统，镇政府为其申
请办理了特困供养人员，每年除享受五
保金政策兜底外还可享受扶贫项目收
益分红千余元。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在固河镇防
“疫”阻击战打响之后，脱贫户不只有王
化福，还有很多脱贫户在得知此次疫情
后，自发到村党支部为疫情防控工作捐
款捐物。

高唐县固河镇：

脱贫户的小爱心大情怀

“献血对自身无害还能救
助他人，何乐而不为呢？我就
想着要长期献血。”刘刚峰笑
着谈起自己21岁时，第一次献
血的经历。

刘刚峰今年32岁，曾在聊

城武警支队高唐县中队服役，
2018年12月退役分配到姜店镇
人民政府工作，成为名副其实
的扶贫帮扶责任人。从第一次
献血以来，刘刚峰每年都献
血，有时一年献2次。一本本红

红的无偿献血证书，记载着刘
刚峰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奉献。

“大爷，有事你就给我打
电话，别不好意思，咱爷俩接
触一年多了，别拿我当外人，
我 会 尽 心 尽 力 地 帮 助 你

们……”这是刘刚峰对所帮包
的殷楼村贫困户殷玉生常说
的话。在工作中，他用实际行
动展现出当代退役军人“退伍
不退志、退役不褪色、离军不
离党”的高尚情操。 (王树平)

高唐县姜店镇：扶贫路上的献血达人

“对在扶贫工作中失职
渎职、弄虚作假等行为，一经
发现，将依纪依规进行问责
追责并实行‘一案双查’。”近
日，高唐县清平镇为全面督
查和考核精准扶贫工作开展

成效和群众满意情况，从扶
贫办、经管站、民政所等部门
抽调熟悉业务、精通专业人
员组成扶贫督查专班，进行
专题业务培训后，按照精准
扶贫工作落实情况对全镇60

个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
督查。

扶贫督查专班自开展工
作以来，以查找问题为导向、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认真务
实、积极肯干、高效行动，高标

准做到三个“严”提升贫困群
众满意度幸福感。对走访中发
现的问题，立即反馈给所在村
及帮扶责任人，确保问题整改
到位。

(韩巍)

高唐县清平镇：成立扶贫专班督查精准扶贫成效

“多亏了梅镇长帮俺打扫
卫生，现在俺家里又干净又卫
生，俺脱贫的信心更足了，日
子越来越有盼头。”莘县王庄
集镇韩后街村贫困户张聚针
激动地说，这是王庄集镇积极
推进贫困户“双提升”工作取
得的真实缩影。为了巩固脱贫
成果，王庄集镇积极开展“双

提升”工作，要求帮扶责任人
在走访贫困户过程中，更加关
注他们的居住环境，对于环境
卫生较差的贫困户，协助他们
按照“双提升”标准进行整治
清理，努力让贫困户过得更舒
心。

对于贫困户的居住环境
要做到院内净、室内净、厨房

净、厕所净、个人卫生净等，对
于达不到此标准的贫困户，要
求帮扶责任人根据“双提升”
标准，督促协助他们对庭院
中、居室内进行彻底清理。对
于本户没有劳动能力的，帮扶
责任人更是亲自上阵打扫庭
院和室内卫生，清除杂草杂
物，清运积存垃圾。

通过“双提升”工作的稳
步推进，王庄集镇形成了将脱
贫攻坚工作和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有机结合的工作模式，以
人居环境治理改善贫困户的
生活状态，贫困户生活环境的
改善又带动了村庄人居环境
的整体提升，进一步巩固了脱
贫攻坚成果。 (曹松)

莘县王庄集镇：“双提升”巩固脱贫成果

莘县王庄集镇扶贫攻坚
工作坚持“三个度”，“不撤摊
子”“不歇脚”巩固成果不放
松，逐项补齐短板，让脱贫攻
坚工作有质量、经检验。

有“高度”。王庄集镇坚持
认识再提高，党政领导亲自
抓、亲自问，着力配强队伍，成

立以一名正科级干部为组长、
七名扶贫专干为组员的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通过领导小组
对45个村庄脱贫攻坚工作和进
度进行督导检查，把督察问题
和结果形成“一本清”台账，实
现日调度、月总结。

推“力度”。推力度关键在

于下“力气”。王庄集镇加强组
织领导，细化分工，责任到人，
实行三级抓落实、抓整改，成立
上半年工作成效检查领导小
组，对各村脱贫途径、人居环境
整治、扶贫政策和措施落实等
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深“调度”。王庄集镇要求镇

村干部自我加压、“内循环”调
度，督导检查和自查自纠结果由
村干部和扶贫专干、包村干部、
管区书记、包管区责任人核查后
签字，交镇扶贫攻坚领导小组，
由领导小组进行综合排名，对排
名靠后或整改不力的村实行问
责，由纪委约谈。 (许宗哲)

莘县坚持“三个度“，护航脱贫攻坚实效

高唐县清平镇：“双提升”促“双脱贫”

近日，高唐县清平镇7名
帮扶人员来到刘海子村贫困
户一级肢体残疾的刘建梅家，
帮助清理室内室外卫生，清除
杂草杂物。经过2个多小时的
清理，刘建梅家面貌一新。

“多亏了镇村帮扶人员

帮俺打扫卫生，现在家里的
院子和堂屋都换了模样，俺
看着都舒心，心里甭提多敞
亮了，我脱贫的信心也更足
了，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刘 建 梅 儿 子 刘 玉 宝 高 兴 地
说。这是清平镇积极推进生

活水平、居住环境“双提升”
促进贫困户实现物质、精神

“双脱贫”活动取得实效的一
个缩影。

高唐县清平镇通过全覆
盖走访，镇党委书记遍访，与
贫困户面对面交流，进一步

增强了党和政府与贫困群众
之间的沟通交流，提质提效
推动“双提升”工作向纵深延
展，为全镇脱贫攻坚工作找
准短板、做好整改，巩固脱贫
攻坚工作成效。

(韩巍)

王庄集镇将帮扶工作作为推进脱
贫攻坚的重要抓手，集结总攻的兵力、
吹响总攻的号角，尽锐出战、苦干实干，
突出干部帮扶能力、聚焦脱贫攻坚质
量，下足“绣花”工夫，全力以赴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以训带学，以考促学。王庄集镇多
次召开镇村两级扶贫帮包责任人培训
会、交流会等会议，采用集中学习、封闭
考试的办法，促使帮包干部查缺补漏，
及时发现在帮扶过程中存在的疑点和
难点，提高了帮包干部帮扶能力，起到
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作用。

自查自纠，即知即改，立行立改。镇
扶贫办印制和发放《脱贫攻坚相关政策
读本》、《帮扶责任人和村级扶贫专干培
训手册》等材料，将脱贫攻坚政策一一
纳入，由业务精通的扶贫干部在晨会和
调度会议上领学，并第一时间传达上级
部门扶贫攻坚精神，在实际帮扶工作中
抓落实。

善于攻坚克难，克服花拳绣腿。王
庄集镇聚焦帮扶计划落实和帮扶成效，
定期召开帮扶工作推进会、调度会，帮
包干部集中接受“面试”，检验实际效
果，查找短板、督促进度、开展满意度测
评。 (许宗哲)

莘县提高干部帮扶能力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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