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10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焦守广

组版：郑文

C03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 10日起，全国
铁路执行新运行图。聊城火车
站增开的15对列车陆续开行，
备受关注的聊城至济南首趟
列车将在10日17点45分正式
发车。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图，
是历年来铁路运行图调整最
大的一次，也是聊城火车站自
1996年建站以来新增列车车
次最多的一次。

12月10日0时起，实施新

运行图后，聊城火车站将新增
聊城至济南、东营、青岛、烟
台、南宁、昆明、桂林、包头、成
都、西安、黄山、汉口、信阳等
地的火车。

尤其是聊城站开行了两
趟 始 发 列 车 ：聊 城 至 东 营
K8308次，聊城至济南K8304
次。根据聊城火车站史料记
录，聊城火车站自1 9 9 6年建
站，最早开行7趟列车，其中包
括一趟聊城至曹县的短途始
发慢车，这趟车一直开行到

2003年，2004年取消。自2004
年至今，聊城火车站一直没有
始发车。此次开行的两趟管内
始发车将载入聊城火车站发
展史的史册。另外，聊城火车
站原有的列车开行时刻也有
了较大调整。火车票的预售期
也已经延长至60天。

记者发现，铁路调图和
预售期的延长，成为市民热
议的话题，不少市民甚至表
示，聊城至济南开通始发火
车，要买张票成为第一列车

的乘客，记下这历史性的一
刻，而网上聊城发往全国热
门 方 向 的 车 票 已 被 秒 杀 一
空。记者登录铁路订票官网
发现，聊城至青岛、北京、天
津、上海等方向的车票比较
抢手，尤其是聊城至青岛和
聊城至北京西，春运首日的
车票基本没票，聊城至天津、
沈阳、郑州方向的车次较多，
但车票却很紧张，聊城至上
海 、重 庆 、海 口 等 方 向 的 火
车，车票也已售罄。

今起全国铁路执行新运行图

聊聊城城至至济济南南首首趟趟列列车车正正式式发发车车

近日，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和一家快递公司联合举办快递外包装回收换花卉种子活动。许多大学生把在网上购物的的快递包装
盒、包装袋等外包装拿来，换回花卉种子，播种在花盆里美化宿舍环境。快递公司则把回收的外包装进行循环再利用，，减少外包装浪费及
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孙杨 李伟 摄

包包装装盒盒换换花花种种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孟晶 )

12月13日至17日，聊城市部分
地区第二轮脊灰疫苗服苗活
动将进行。2月龄～3岁无论以
往是否服用过脊髓灰质疫苗，
都要按要求服用。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已于
2014年11月13至17日开展第
一轮脊灰疫苗补充免疫活动，
还将于12月13至17日开展第
二轮脊灰疫苗补充免疫活动。

接种地区和接种对象：本轮口
服脊灰疫苗补充免疫活动开
展地区为东昌府区、临清市、
东阿县及三个市属开发区，所
有2月龄至3岁(2011年1月1日
出生至现场接种之日满2月龄)
儿童，无论既往免疫史如何，
不管其居住地与出生地，凡无
脊灰疫苗接种禁忌症者均再
接种一轮脊灰疫苗，与上一次
减毒活疫苗间隔至少28天。重
点对象是接种史少于3次，尤

其是“零”剂次免疫的儿童。其
他县(市、区)可开展所有2月龄
至3岁(2011年1月1日出生至现
场接种之日满2月龄)儿童脊灰
疫苗查漏补种活动。

专家表示，脊髓灰质炎是
由脊灰病毒引起的主要通过
粪-口途径传播的急性传染
病。因本病多发生在儿童时
期，故俗称为小儿麻痹症。发
生麻痹症的儿童多数留下跛
行，终身致残。口服脊髓灰质

炎疫苗是安全可靠的。我国对
疫苗的生产和检定都有非常
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每批疫
苗在出厂前，疫苗的质量安全
管理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在
疫苗的生产制造过程中，我国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企业的
生产、制造标准都有明确要
求，疫苗在获得注册前必须经
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
究，并在疫苗上市使用前实施
严格的批签发制度。

脊脊髓髓灰灰质质炎炎疫疫苗苗免免疫疫活活动动开开始始
种对象2月龄至3岁幼儿，以往服用过的也要服用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刘玉华 ) 12月9日，聊城市住
建委通报2014年建筑节能工
作情况。聊城市绿色建筑实现
零突破，太阳能光热一体化应
用推广范围扩大。

今年，聊城市申报的昌润
莲城项目(面积22万平方米)、
高唐县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
心一期病房综合楼和门诊医
技综合楼(面积10 . 4万平方米)
顺利通过了省住建厅专家组
评审，获得了二星级绿色建筑
评价标识，实现了聊城市绿色

建筑零的突破，并提前完成了
省厅下达的20万平方米的任
务。市属新区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
理念进行规划建设，被评为

“省级绿色生态示范城区”，成
为聊城绿色发展引领区。

今年山东省住建厅下达聊
城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任
务120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
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
积165 . 47万平方米。对明年的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截至目前，共落实改造项目17
个，面积57 .48万平方米。

今年太阳能光热一体化
应用推广范围进一步扩大，要
求全市县城以上城市规划区
内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建筑
和集中供应热水的公共建筑，
必须应用太阳能光热系统，并
与建筑进行一体化设计、施工
和竣工验收。

聊城市目前共完成既有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7 . 45万平
方米，公建能源审计16 . 15万
平方米。此外，聊城市公共建
筑能耗监测市级平台近期已
通过省住建厅专家验收。将供
热计量列入新建小区竣工验

收项目，严把供热计量关。对
供热计量装置安装不合格的，
不通过竣工验收，不予办理房
产证。调整了供热基础设施配
套费。将供热设施配套费由每
平方35元调整为55元。

供热计量改革工作稳步
推进，今年5个新建小区，46 . 2
万平方米新建建筑安装了供
热计量及温控一体化。对不执
行供热计量工作要求的开发
建设单位，下达了督办通知
书等各类文书100余份。同时，
将供热计量列入新建工程竣
工验收项目。

县县级级以以上上城城市市规规划划区区内内建建筑筑
必必须须应应用用太太阳阳能能光光热热系系统统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李军 ) 山东省环保厅网站公布
11月份17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聊
城“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为7

天，全省最少。
11月份，“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天数最多的城市是威海、日
照,为24天，最少的是聊城，为7天。
17城市“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
数同比增加最多的是威海、日
照、滨州，增加2天，同比减少最多
的是青岛，减少6天。

细颗粒物浓度最小的城市
是威海，为48μg/m3，最大的城
市是菏泽，为133μg/m3；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济宁，为
14 . 4%，恶化幅度最大的城市是烟
台，为38 . 6%。聊城月均浓度为倒
数第三位，同比改善幅度为全省
第五位。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最好的
城市是烟台，为76μg/m3，最差
的城市是菏泽，为216μg/m3；同
比改善幅度最大的城市是聊城，
为24 . 1%，恶化幅度最大的城市是
威海，为23 . 4%。

二氧化硫浓度最好的城市
是威海，为23μg/m3，最差的城
市是淄博，为133μg/m3；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滨州，为
68 . 6%，改善幅度最小的城市是日
照，为9 . 1%。

二氧化氮浓度最好的城市
是威海，为30μg/m3，最差的城
市是淄博、临沂，为74μg/m3；同
比改善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枣庄，
为13 . 3%，恶化幅度最大的城市是
威海，为20 . 0%。聊城月均浓度倒
数第三位，同比改善幅度为全省
第七位。

11月蓝天白云

聊城全省最少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刘云菲) 9日，《2014年聊城市市
属事业单位招聘进入面试人员
现场资格审查通知》发布，12月11

日至13日，市属事业单位进面试
人员现场资格审查。报名信息与
事实不符取消面试资格。

现场资格审查工作由各招
聘单位(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进
入面试人选范围的应聘人员，须
按规定时间将本人报名表格和
相关证明材料，送达各招聘单位
(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具体
材料登陆聊城市人事考试信息
网查询。

对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工
作，贯穿整个招聘工作全过程。
应聘人员提交材料时，应与报名
时填报的信息一致。凡提报有关
材料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
果的，市事业公开招聘主管机关
有权取消其面试资格。此次现场
资格审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为保证公开招聘工作公正、公
平、顺利进行，请应聘人员及时
办理现场资格审查手续。如应聘
人员自愿放弃参加面试，应于12

月13日下午17：30前向招聘单位
提交本人签字、按手印的《放弃
面试声明》。未按规定时间到现
场办理资格审查手续的，视为弃
权。经审查不具备应聘条件的，
取消其面试资格。因弃权或取消
资格造成的岗位空缺，按笔试成
绩依次递补，递补只进行一次。

《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报名登记表》、《诚信承诺书》、
准考证，可于12月10日9：00-16：00

登 陆 聊 城 人 事 考 试 网
(www.lcks.com.cn)下载打印。后台
开放打印时间，仅限12月10日一
天，过期不再开放。请应聘人员
及时打印，并妥善保存、以备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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