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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聊城市人大常委会任免一批干部

多多个个政政府府部部门门一一把把手手履履新新
本报聊城8月11日讯(记者

张跃峰) 8月9日，聊城市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召开，选举耿涛为聊城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同时，聊城市人
大常委会发布第五号公告，任

免了一批干部。
公告称，聊城市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
市长王忠林的提请，于2013年8
月9日表决通过，决定任命：耿
涛为聊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马骏为聊城市人民政府秘书
长；葛敬方为聊城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哈宝泉为聊城
市教育局局长；李志华为聊城
市财政局局长；高洪岩为聊城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免去：李友

渔的聊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职
务；孙兰雨的聊城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职务；张聚传的
聊城市教育局局长职务；哈宝
泉的聊城市司法局局长职务；
马骏的聊城市财政局局长职

务；葛敬方的聊城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职务。

会议还审议了聊城市201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等报告。

下下半半年年要要形形成成
四四区区竞竞相相发发展展格格局局

本报聊城8月11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8月9日，聊城
市发改委在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报告相
关情况时说，以信发集团、祥
光铜业、冠丰种业的境外企
业为基础，在非洲或南美等
国家和地区逐步建设聊城市
境外工业园区。下半年还将
加快推进凤凰湖旅游度假区
建设，形成与东昌府区、开发
区、高新区竞相发展格局。

下半年还将加快推进23
个重点城建项目，确保徒骇
河滨河大道及防洪治理三期
工程、市民文化中心、体育公

园、西安交大科技园、高级职
业学校和市政基础设施等6
个项目今年完工。加大棚户
区改造力度，确保完成市城
区45个棚户区改造任务，完
成拆迁总面积570万平方米。
落实示范镇扶持政策，加快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城
镇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加大
向东盟、俄罗斯等地的出口
力度，积极开拓南美、中东、
东欧等新兴国家市场。以信
发集团、祥光铜业、冠丰种业
的境外企业为基础，在非洲
或南美等国家和地区逐步建
设聊城市境外工业园区。

暑暑期期
家家访访

8月1 0日，暑假过
半，茌平县肖庄镇中学
36名老师冒着高温，分
组到全镇28个村的600

余名学生家中进行家
访，了解学生们暑期的
学习、生活情况，促进学
生健康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摄

数字解读

全市公共财政
支出102 . 39亿元

8月9日，聊城市财政局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2013年上半年预算执
行情况，上半年全市公共财政收入
为65 . 85亿元，完成预算的54 . 41%，同
比增长15 . 58%，收入增幅位居全省
第五位。全市公共财政支出102 . 39

亿元，完成预算的44 . 30%，同比增长
20 . 63%。

其中，围绕大力推进转调改，市
级财政安排1 . 4亿元用于财源建设
奖励、扶持新能源汽车和农产品大
市场等产业发展。筹集5 . 9亿元支持
城区道路改造、徒骇河滨河大道、体
育公园、古城保护与改造、高级职业
学校、城区中小学等重点项目建设。
围绕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落
实各项民生政策，提高了中小学生
均公用经费、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城乡

低保等政府补助标准。发放落实各
项惠农补贴10亿元。

完成生产总值
1068 . 93亿元

8月9日，聊城市发改委报告关
于聊城市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上半年全
市生产总值完成1068 . 93亿元，同比
增长10%。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速同比回落
2 . 7个百分点。

上半年经济运行质量有新提
高，全市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
重达到6 . 27%，同比提高了0 . 41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3694亿元、利税342亿元、
利润2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 . 9%、
11 . 3%、12 . 5%。民生支出占全部财政
支出的比重达到58%。

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525 . 6亿元

上半年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525 . 6亿元，同比增长20 . 7%；全

市200个重点项目有182个开工建
设，开工率91%；实现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294 . 7亿元，同比增长26 . 6%，新
开工过亿元招商引资项目达到109

个，同比多51个；完成进出口总额
32 . 3亿美元，同比增长13 . 8%，增幅
居全省第5位。新批外商投资企业4

家，实际到账外资7113万美元，同比
增长268 . 6%；新批境外投资企业11

家，投资额1 . 1亿美元，增长166 . 7%，
增幅分别居全省第1位和第2位。

新增就业人员2 . 1万人

今年夏粮再获丰收，亩产、总产
分别达到480 . 3公斤、57 . 8亿斤，均创
历史新高，实现“十一连增”。全市瓜
菜菌总产828万吨，同比增长1 . 5%。
农村饮水安全、南水北调等重大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上半年，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 . 9%。工业用
电量 1 0 8 . 5 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 . 9 9 %。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331 . 36亿元，同比增长8 . 7%；完成投
资147亿元，同比增长30 . 6%；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88 . 9亿元，同比
增长13%；吸纳新增就业人员2 . 1万
人，同比增长51%。

拆迁面积是去年同期的6倍

上半年全市城建完成投资
185 . 52亿元，同比增长85%；拆迁面
积350 . 5万平方米，是去年同期的近
6倍。市城区基本完成柳园北路、站
前街等12条主次干道和49条背街小
巷的改建、翻建任务，23个城建重点
项目已开工17个，完成投资71亿元。
启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150个，保障
性安居工程开工建设19286套，开工
率92 . 57%。

全市新增城镇就业3 . 4万人，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 . 8万人，分
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7%和68%，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 14%。开工建设
了60项校舍安全工程、41个乡镇幼
儿园；全市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新
农合参合率均达到99%，新农合和
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280元，比去年增加40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8 . 5%以上，基本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 张跃峰

今年以来，阳谷县人民检察院针
对渎职案件易发、多发的领域，突出
办案重点，加大办案力度，开展了一
系列专项行动。截至目前，该院已成
功查办渎职案件4件5人，为国家挽回
经济损失百余万元，其中涉嫌渎职侵
权、贪污双罪名案件2人。立案数及双
罪名案件均有新突破，群众反映强烈
的典型案件得到有效查办，有力地维
护了群众的切实利益。

(阳谷检察院 孟凡达)

阳谷检察院

加大渎职案件查办力度

在查办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
专项工作中，阳谷检察院推出“六个
围绕”工作法，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六个围绕”是指：围绕突出事件和重
大责任事故开展工作；围绕专项工作
和重点领域开展；围绕行政执法和司
法权行使开展工作；围绕各种财政专
项资金，涉农补贴资金等密集型资金
使用情况开展工作；围绕民生领域、
涉农领域开展工作；围绕新闻媒体关
注、群众反响强烈等开展工作。

(阳谷检察院 许洪亮)

阳谷检察院
查办案件效果好

7月26日，一场罕见的特大暴
雨袭击了江北水城—聊城。短短6
个小时，聊城地区降雨量达到了
219 . 5毫米，创造了历史上第三高
的降雨量。

雨大、风急、水深是整个聊城
地区面临的灾情。在这种情况下，
通信网络的畅通无阻就是抢险救
灾，保证人们及时沟通联系的根
本保证。自26日清晨4时开始，聊
城移动便马不停蹄的开始了连续
20小时不间断的通信保障。

场景一：
7×24小时监控调度中心

凌晨4:00，监控中心发现雨
势不减且市区开始积水，各区县
停电基站数量超过30个后，及时
启动大面积停电应急保障预案，
通知相关专业保障人员尽快到
位。5:00，全公司网络人员汇聚集
中监控调度中心，按照预案分专
业进行应急准备工作：调度车辆、
人员，准备油料，监控基站剩余电
量，规划发电路线等等。6:00，各
路发电保障人员全部出动，通信

保障工作全面展开。11：00降雨结
束，监控人员又通知故障抢修人
员出动，处理各类故障，协调合闸
供电。20：00，个别区域受灾严重
导致夜间供电无法恢复。监控中
心通过抢修队伍位置分布和通宵
停电乡镇位置，有序完成队伍调
拨，明确分工，保证夜间通信基站
的正常运行。直至24点，各抢修队
伍分组休息及夜间值守等工作分
派完毕后，各专业网络人员才撤
离监控中心，结束了紧张、忙碌又
充满激情20小时保障时间。

场景二：停电站点及时发电
本次暴风雨侵袭，造成市区

及农村多处移动通信基站电力中
断；许多基站周围积水严重，车辆
根本无法通行。为了确保移动网
络的电力供应畅通，网络维护人
员毫不犹豫跳入水中，趟着过膝
的积水，踩着乡村泥泞不堪、高低
不平的道路，通过肩扛、手抬等各
种方式将近百斤的发电机运往基
站，完成基站的应急发电工作。据
了解，本次暴风雨通信保障，聊城

移动公司共出动发电保障车辆28
辆，抢修人员56人，发电机45台，
发电车3辆，发电基站132站次。

场景三：铁塔紧急抢修
此次暴风雨的突袭，也同样

造成多处基站馈线问题，导致信
号减弱、质量变差。为了尽快提升
网络信号质量，铁塔维护队伍在
雨势稍弱的情况下，就不顾湿滑
的危险，攀爬铁塔，完成了高空抢
修作业。市区一基站出现告警后，
考虑到该基站地处繁华地带，而
市区积水非常严重，车辆无法通
行，维护人员扛着30多公斤重测
量设备，淌水步行了整整一条街，
终于登上了基站楼顶，完成了设
备更换。在茌平一个农村基站，维
护人员下车踩着泥泞的道路，赶
到塔下，将天线捆绑到两个人的
身上，踏着湿滑的爬梯，攀登几步
便重扎一次防护带，艰难的完成
了天线更换任务。类似的情形还
有很多，而正是经过移动网络一
线维护人员的不懈努力，及时完
成了通信的抢修。

场景四：
野外光缆黑暗中保畅通

此次暴风雨导致茌平县温陈
乡多处大树被刮倒，砸断传输光
缆。为了避免处于同一环路上的
另外一端光缆出现意外，导致整
个环路上的基站通信中断，网络
维护人员冒着暴雨、雷鸣的恶劣
天气，十几把雨伞擎天，借着应急
灯的光芒，艰难地执行着野外光
缆断点的排查、抢通工作。

截止到26日晚24时，通过各
专业骨干的密切配合、各维护点
的灵活调动、各工程单位的优势
互补，聊城移动公司历经20小时
的不间歇保障，成功完成了特大
暴雨通信应急保障工作，实现了
全网基站的零退服，保证了暴雨
期间广大用户的网络通信畅通。

正是这种一步一个脚印，一
步一层阶梯，顶风冒雨、淌泥涉
水、高塔攀岩这种敬业、忘我的精
神，打造了聊城移动坚实、稳定的
网络，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
用户的赞誉和好评。

一一切切为为了了网网络络的的畅畅通通
——— 聊城移动7 . 26特大暴雨网络保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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