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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张店冉升电器经营部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3703033016361挂失。

张店万飞电器经营部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3703033016360挂失。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李文) 4日，记者从市公
用事业管理局获悉，今年重点改造
张店西五路高温水管网，加快推进
蒸汽供热管网退城步伐。

据介绍，中心城区集中供热经
过近30年的发展，随着城市建设加
速，近年来开始出现热源紧张局
面，再加上蒸汽管网供热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实施“蒸汽退城”实现
热水供热可以极大地提高供热安
全性和供热效率。

以张店西四路附近供热区域
为例，以往此片区域主要利用淄博
热电西线的蒸汽供暖，由于淄博热
电西线蒸汽管网运行已超出使用
寿命，管线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去年西四路进行
高温水管网工程，改造后的西四路
供热管网弃用蒸汽，改用高温水。

2014年淄博中心城区加强热水
主管网建设，相继建设完成了西四
路、南京路、马南路、王舍路等高温
水管网工程，张店电厂新村路、华
电淄博热电泉山、房家、孙家等张
店南部区域蒸汽管网退出城区供
暖，新实现高温水供暖面积100万
平方米。去年中心城区热企接收了
宏程名座、华菁园、鸿运家园等一
批换热站，实现了华电淄博热电高
温水进入城区供热。据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将重点改造西五路高温水管
网，继续推行蒸汽退城工程。

另外，为破解老旧城区居民供
热难题，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积极推
进热源工程建设和小区管网改造，
逐步使具备条件的居民加入集中
供热。2014年，张店公园、体育场、杏
园、科苑等街道实现了集中供热。

淄淄博博今今年年加加快快推推进进气气暖暖退退城城
重点改造张店西五路高温水管网，提高供热安全性和效率

2015年，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将
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抓住当前煤炭
价格下行、供热企业成本压力减小
的有利时机，将供热企业供热计量、
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经营服务等工
作完成情况纳入供热补贴发放考核
指标体系，全面落实以奖代补政策。

同时，按照《山东省供热条例》
规定，制定供热计量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的具体实施办法、程序，推进热
计量工作的正规化、制度化。

推进供热计量改革

落实以奖代补政策

2015年，为保障淄博市天然气
的稳定供应，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将
积极做好与有关企业的联系和衔接
工作，配合做好中石化济青二线淄
博段和淄博分输站的建设工作，配
套做好与济青一线的联络线及其他
支线建设工作，督促加快中新晟通
罗村LNG调峰站建设。

按照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和淄
博市产业政策，对不符合政策要求
的工业用气企业限制用气，确保进
入淄博市天然气的高效利用，对全
市天然气供需情况进行及时调度、
及时调控、及时反馈，做好天然气供
应保障工作。

不符合政策要求

企业将被限制用气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雷) 4日，记者从淄博急
救指挥中心获悉，2014年共救治伤病
人55891人次，较2013年的56385人次有
所下降。

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因车
祸等引起的外伤及心脑血管发病的
市民居多。“数据显示，车祸伤接警占
了总数的近三成，而心脑血管发病则
占了约一成。”

据工作人员介绍，以“外伤出血”
和“心绞痛”为例。外伤出血时若伤口
处有玻璃片、小刀等异物插入时，千
万不要触动和拨出。可保留异物，在
伤口边缘将异物固定。可采用加压包
扎止血，先用干净的较厚的纱布覆盖
伤口，用手直接在敷料上施压。对嵌
有异物的伤口不能直接压迫止血。大
出血者加压包扎的同时拨打120及时
送往医院；心绞痛时要让病人保持安
静，不要用力，揭开病人的衣领、皮带
纽扣等，注意保暖。有条件的立即给
病人吸氧，含服速效救心丸或消心痛
等药物。呼吸心搏停止者，立即进行
心肺复苏。

120车祸伤接警

占总数近三成

工作人员在张店商园社区铺设供热管道（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张俊玲 魏巍)

日前，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
淄博市2014年共有47132人无偿
献血，献血量17 . 7吨、同比增长
5 . 6%，工人、农民是献血主力。

数据显示，献血者占比重较
大的为工人、农民，其中工人、农
民分别占19 . 6%、14 . 62%。学生和
医务人员成为增幅最高的两类
人群，他们的献血比例分别由去
年的6 . 65%上升到8 . 8%以及由
1 . 68%上升到2 . 02%。

据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介绍，
2014年47132人次无偿献血1770

万毫升，按照淄博现有459万人
口计算，人均献血3 . 85毫升。

市中心血站负责人介绍，从
献血者的年龄段来看，在18岁、
35-46岁较多。“本周末将进行春
节备血工作，每年的春节前夕都
是医疗临床用血的高峰，也是无
偿献血的‘淡季’，为了满足急需
血液抢救的患者需要，需要未雨
绸缪，希望更多市民奉献爱心，
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去去年年近近55万万人人献献血血，，工工人人农农民民最最多多
市中心血站：春节前夕为用血高峰，希望更多市民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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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急救指挥中心进行车内急
救比武（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相关链接

博博山山查查处处一一起起医医疗疗领领域域受受贿贿窝窝案案
博山区中医院院长孙俊岭受贿132 . 4万元被判11年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李
超) 4日，记者从博山机关效能
监督平台获悉，近日，博山区纪
委监察局严肃查处了区中医院
医疗器械采购贿赂窝案。

经查，博山区中医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孙俊岭，利用职务
之便，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合
计132 . 4万元，其中，现金128 . 1

万元、购物卡4 . 3万元，为请托

人在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谋
利，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博山区中医院麻醉科兼器
械科科长孙大鹏，利用职务之
便，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合计
13 . 4万元，其中，现金13 . 1万元、
购物卡3000元，为请托人在医
疗器械采购等方面谋利，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博山区中医院骨外二科主

任张庆刚，利用职务之便，非法
收受请托人财物合计23 . 8万元，
为请托人在医疗器械采购等方
面谋利，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

年。
博山区中医院骨外一科副

主任陈居海，利用职务之便，非
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合计11 . 5万
余元，为请托人在医疗器械采
购等方面谋利，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3年，缓刑5年。
孙俊岭等4人身为中共党

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构
成贪污贿赂错误。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博山区纪委常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孙俊岭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孙大鹏、张
庆刚、陈居海三人开除党籍处
分。

市纪委发布

5起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案例

4日，记者从淄博廉政在线
获悉，市纪委发布5起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相关违规
人员受到处分。

临淄区金山镇南术北村
原书记、主任王爱庆骗取绿
化占地补偿款，非法占有修
建村大门捐款，给予其开除
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

临淄区齐陵街道刘营村
原书记、主任刘新贪污深耕
返还款，骗取占地补偿款，给
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原
建环土委工作人员王镜涛违规
为他人发放《建房许可证》，给
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临淄区苗圃主任陈金洲违

规将单位货车借给他人使用，
违规领取补贴，给予其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山东智诚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李荣
健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被党
内警告，并责令其退还违规收
受的礼金。

本报记者 李超

相关新闻

440000公公里里燃燃气气管管年年底底完完成成改改造造
超期服役的灰口铸铁管将“下岗”，避免燃气泄露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唐
菁 通讯员 李文) 4日，记
者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获悉，
2014年淄博市对近400公里的
燃气灰口铸铁管集中实施改
造，目前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成。

据了解，淄博市燃气管道
最早建设于1991年，当时使用的

材质为灰口铸铁管，经过20多
年长期运行，有的已超期服役，
由于灰口铸铁管连接处胶圈、
胶垫等密封材料老化，造成接
口处密封性下降，再加上，灰口
铸铁管质地比较脆、韧性差，在
外力作用下易发生断裂，这样
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目前，淄
博市灰口铸铁管多集中在人员

密集的市政道路或老旧居民小
区，户内燃气设施老化，没有安
装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发
生燃气泄漏一旦处置不当，极
易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改造项目的实施将从根
本上消除城镇燃气管网的安
全隐患，切实保障燃气管网安
全运行和居民的正常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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