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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市城区供暖时间拟增加15天
提前5天，延后10天，费用不变，正在征求意见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者
郭庆文) 随着天气变冷，供暖问
题备受市民关注。10月29日，记
者获悉，聊城发布关于公开征求

《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聊
城市城市管理局关于明确市城
区集中供热有关问题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以下
简称公告)，拟将市城区采暖供
热(含居民、非居民)时间调整为
每年11月10日至次年3月25日，
与往年11月15日到次年3月15日

相比，不仅提前5天供暖，供暖时
间增加了15天，而且取暖费用不
变。

公告称，为提高市城区居民
生活质量，增加采暖舒适度，降低
工业用热成本，根据成本监审结
论，结合市城区集中供热具体情
况，报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有
关问题明确如下：

关于居民及非居民采暖供
热问题。第一，将增加采暖供热
天数。为提高市城区采暖用热

户舒适度，将市城区采暖供热
(含居民、非居民 )时间调整为
每年11月10日至次年3月25日，
并可根据每年气温情况适当调
整供热时间。第二，明确居民、
非居民采暖供热各环节价格。
供居民取暖用热出厂价格为每
吉焦37 . 6元(112 . 3元/吨)，转
供 热 单 位 结 算 价 格 为 每 吉 焦
48 . 1元(143 . 7元/吨)；供非居
民取暖用热出厂价格为每吉焦
42 . 2元(126 . 1元/吨)，转供热

单位结算价格为每吉焦 5 4 元
(161 . 4元/吨)。居民、非居民终
端用户按面积计费价格政策仍
按聊价工字(2011)88号文件执
行，两部制供热价格政策仍按
聊价工字(2014)114号文件执
行。第三，增加采暖供热天数期
间，供热各环节不得另行收费，
即各供热企业、转供热单位之
间热量结算周期为每年11月15
日0时至次年3月15日24时。

关于工业用热价格问题，

调整工业用热价格，调整后的
工业用热出厂价格为126 . 1元/
吨；工业用热终端销售基准价
格为161 . 4元/吨，可上下浮动
10%。

公告称，该通知适用于东昌
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自
2020年11月10日起执行，有效期
至2023年11月9日。公开征求意见
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至2020年
11月1日。

高唐县人和街道：“爱心助学服务队”结对帮扶贫困儿童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国庆期间，
小小的农家院，传来朗朗读书
声。这是高唐县人和街道十里
园村大学生盛可欣正在帮助
洪慧梓温习毛泽东诗词《七
律·长征》。

洪慧梓家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母亲早些年因病去世。
由于父亲、奶奶文化水平低，

很多学习问题得不到帮助。人
和街道团工委第一时间争取
到同样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本村大学生盛可欣的支持 ,
希望由她辅导洪慧梓的日常
学习。盛可欣说，“我们一家都
享受扶贫政策，我也想做个志
愿者，为扶贫事业贡献力量！”
就这样，由她每天上下午各抽
出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洪慧梓

辅导作业。
近期，人和街道在走访贫

困户中发现，有部分孩子在家
学习困难，人和街道团工委组
织年轻干部、村内的大学生组
成“爱心助学青年志愿服务
队”，对贫困户和留守家庭学
生主动认领，提供一对一的帮
助，学习中解答疑惑，生活上
谈心谈话。 (李媛)

高唐县梁村镇代表委员“订单服务”真情履职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高

唐县梁村镇的支部书记表示，
与群众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村
里老百姓就像自己的家人一
样。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支部书记作为镇级党代
表，真情履职，认真履行镇党
委政府部署的“订单服务”工
作模式，全心全意开展为民服
务活动。

琉璃庙村党支部书记卢凤
劲是一名镇级党代表。琉璃庙
村是省定贫困村，村内贫困户
赵维喜年纪比较大，行动十分
不方便。卢凤劲组织村内高中
学生，帮助老人打扫家庭卫生，
整理内务。“有我们书记在，家
里大事小事都帮着我们操心，
真的很感谢这些党员干部。”贫
困户赵维喜感激地说道。

镇人大代表、党代表岳峰
是高庄管理区书记，也是盖洼
村的包村干部。贫困户盖凤香
年纪较大，患有精神二级残疾，
为防止走失，岳峰协调镇残联
部门为她配备了防走失手环。
每次入户走访，岳峰都要叮嘱
她怎么样佩戴手环，方便家人
随时能够掌握盖凤香的情况，
确保贫困户不会走失。

冠县斜店乡：脱贫攻坚 强化精准重实效
近年来，斜店乡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和最大的民生工程，围绕全
乡脱贫攻坚中心任务，多措
并举，精准施策，深入推进脱
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
位，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
动力，巩固扶贫成果，提高脱
贫质量，确保脱贫攻坚任务
有序推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斜店乡2020年标准
化猪舍建设项目和果蔬冷藏
保鲜库项目是该乡2020年主要
的扶贫产业项目。为让贫困群
众早日受益、确保贫困户达到
稳定脱贫的要求，今年六月
份，两个项目合作企业积极发
挥作用，在项目尚未交付使用
时主动将总计559413元的项目

收益提前上交到斜店乡政府，
为斜店乡脱贫攻坚工作助力
加油。 截至目前，斜店乡三
个原有项目正常运转，三个新
建项目稳步推进。六大扶贫产
业项目收益可实现全乡34个
村全覆盖，通过差异化精准分
配方案，为全乡612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提供坚强保障。

(王辉)

聊城高新区扶贫产品走进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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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开发区文化扶贫效果显
“以前闲时打牌喝酒，如今村里

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带领群众自
编自演节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城街道秦庄
村文艺宣传队队长黄怀琴满怀信心
地说道。

据悉，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先
后投入30余万元，为辖区内17个贫

困村基层文艺团队购买服装、乐器、
电视、电脑等设备，带动周边群众参
与文艺活动。同时，他们把公益性演
出资源向贫困村倾斜，每年为每个
省定贫困村送去2场以上的文艺演
出，演出内容包括综艺、豫剧、京剧
等，每年在17个省定贫困村放映电
影超过300场。

聊城开发区遍访贫困户“零距离”
聊城开发区与贫困户“零距离”

交流，了解家庭情况“底数清”。领导
班子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坚持与贫
困户面对面接触，详细了解贫困户
的家庭人口、身体健康状况、用药情
况、家庭务工情況、子女情况等，并

且做到走访问题有痕迹、解决问题
落实处、工作进展有报告、工作成效
有档案。多次入户走访，下足绣花功
夫，让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关怀，树
立脱贫致富的信心。

阳谷大布：抓好扶贫项目建设
阳谷县大布乡精准选择产业，

抓好扶贫项目建设。
2016年以来，共实施完工扶贫

项目14个。其中，2016年投资73万元
在灵王庙村和郭子洛村建设了光伏
发电项目2处；投资123 . 95万元，在
惠庄、魏庄、訾海、胥庄4个省定贫困
村建设了蔬菜大棚项目4处；2017年

投资175 . 49万元，在灵王庙、郭子
洛、惠庄、魏庄、訾海、胥庄等6个省
定贫困村建设蔬菜大棚项目6处。

2019年投资58万余元，在苏海
村建设鲁西民俗博物馆项目，建筑
面积450平方米，今年5月份项目竣
工验收，目前项目运行良好，项目收
益率达8%。(国瑞)

“今天进入直播间的朋
友，可享有直播专属优惠，买
一包送一包，送完为止，点击
左下角购物车抢购！”坐在直
播镜头前，手拿产品、热清介
绍的的正是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崔庄村崔庄养殖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崔怀芳。直播一个小
时，购物车里上架的30包酱驴

肉销售一空。今年以来，这样
的直播，每天都要进行一场，
小小直播间里已经聚拢起不
少铁杆粉丝。

崔庄养殖有限公司是许
营镇一家扶贫企业。自2016年
以来，该企业积极对接扶贫资
金，稳步实施扶贫产业项目，
致力于打造一处集种植、养

殖、加工、采摘于一体的农家
乐休闲基地。扶贫产业项目实
施以来，该企业按时缴纳项目
收益，主动雇用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从事打扫卫生、除
草、喂驴等劳动密集型工作，
有效带动了崔庄村二十余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稳定脱贫
增收。

高唐县梁村镇：金秋爱心助学 情暖莘莘学子
日前，高唐县梁村镇举办

2020年三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奖学金发放仪式，为全镇20名
新录取的本科大学生发放奖
励助学金每人一千元。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丙成、县教体局
局长张洪伟、梁村镇党委书记

刘田、镇长侯立超及相关领导
出席仪式。
近年来，梁村镇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教育工作，针对辖区内困
难小学生，连续4年开展点对
点的帮扶困难儿童活动。今年
更是在爱心企业三自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的赞助下，拿出2
万余元对辖区内2020年20名考
入高等学院的学子发放助学
金，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也为每位大学生
点燃了希望之火。

(王宏)

阳谷县西湖镇：294户贫困户子女缴纳孝善扶贫资金
为真正弘扬中华民族孝

善养老传统美德，有效破解农
村贫困老人脱贫和养老等系
列社会问题，进一步推动脱贫
攻坚，阳谷县西湖镇党委、政

府强化措施，积极做好孝善扶
贫工作。

经过努力，全镇294户贫困
户子女缴纳了孝善扶贫资金，
每户贫困户按照1200元或2400

元标准缴纳。同时，财政给予扶
贫孝善资金缴纳额的10%给予
补贴。孝善扶贫这一新举措，使
贫困户得到实惠，对脱贫攻坚
起到积极作用。 (杨波)

阳谷大布：第一书记为村民办实事助脱贫
自山东省侨办李英勇派驻到阳

谷县大布乡郭子洛村担任第一书记
开展驻村帮扶以来，为村民办实事、
办好事，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工
作深入开展。

2019年，李英勇利用公益项目
资金30万元，实施路肩硬化改造工
程800米，安装太阳能路灯76盏，彻
底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
新打农田灌溉机井5眼，进一步改善
了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问题。他积极

协调省市县三级电力公司，筹集资
金126万元，新装400千瓦变压器1
台、200千瓦变压器2台，架设电线杆
40根、架空导线2110米、低压导线
26700米、低压电缆5000米，彻底解决
了该村42眼机井灌溉用电线路老旧
和电价过高问题，农民灌溉用电价
格从每度接近1元降低到5毛多。村
民们纷纷表示：“这真是一项利民工
程，感谢‘第一书记’为我们做了一
件大好事！”(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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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火速办理特困申请补助
按照省、市关于贫困群众申请

特困救助工作要求，聊城开发区蒋
官屯街道办事处迅速行动，落实责
任到人，合理设计相关办理流程，为
贫困群众开通特困申请绿色通道。
对存在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等疑似

符合申请特困救助的人员进行了全
面梳理、排查，确保做到村不漏户、
户不漏人，并为贫困群众归档整理
所有证件、照片。充分提高了办事效
率，为贫困群众早日享受相关政策
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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