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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秦治洲 )

根据聊城大学3月11日发布
的2015年工作要点，今年将探
索本科招生录取方式改革，实
现本科招生计划7500人。同时，
还将进一步促进太平洋岛国研
究中心与太平洋岛国的交流与
合作，力争招收首批太平洋岛
国来华留学生。

3月11日，聊城大学正式发
布了前不久刚刚经教代会审议
通过的2015年工作要点。其中，
围绕推进本科生招生改革提
出，探索本科招生录取方式改
革，完善学校本科招生章程。制
定合作办学管理办法，规范中

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行
为。创新招生宣传形式，建设10
个以上高质量的优秀生源基
地，实现本科招生计划7500人。

落实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方案，实现研究生培养、教学、
学位、管理一体化。深入实施研
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严格做好
在研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力争
2015届毕业研究生发表科研成
果被SCI、EI、中文核心期刊收
录110篇以上，省级研究生优秀
科技创新成果奖2项以上，省级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3篇以上。抓
好研究生优质生源基地建设，
确保2016年研究生报考人数
1000人以上，招生500人以上，

在职教育硕士100人以上。
与此同时，提出积极推进

继续教育工作，积极拓展继续
教育招生渠道，规范函授站点
办学，提高函授教学质量，力争
函授招生4000人以上。进一步
拓展培训领域，力争“三农”培
训和社区教育取得实质性突
破，实现全年培训学员27000
人。

聊城大学在2015年工作要
点中还提出，进一步推进学生
培养国际化，积极开拓面向本
科生的出国境交流项目，全
年启动各类学生出国境项目
2 0个左右，出国境人数超过
100人次。积极探索优秀学生

海外培养新模式，设立“聊城
大学优秀学生海外交流专项
基金”和“优秀大学生海外游
学计划”。拓展留学生招生培
养工作，加大来华留学生招
生宣传和推介工作力度，确
保年度招生长期留学生 1 0 0
人以上。推进中国政府奖学
金接受院校资格申请工作，
丰富来华留学生教育体系。
进一步促进太平洋岛国研究
中心与太平洋岛国的交流与
合作，力争招收首批太平洋
岛国来华留学生。继续加强
约 旦 费 城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建
设，积极推进与国外高校新
建孔子学院工作。

聊聊城城大大学学今今年年本本科科将将招招77550000人人
或将招收首批太平洋岛国来华留学生

硬件设施是师生生活、学
习、工作的重要保障。近年来，
聊城大学关切师生需求，不断
改善办学条件，推出一系列直
接性、生活性“民生工程”，推
进公共服务建设。

在2015年工作要点中，聊
城大学提出今年将着力实施
学生宿舍、校园道路、体育场

所、校园路灯照明、水电暖节
能 、水 处 理 设 施 等“ 六 大 改
造”。继续推进新一轮后勤改
革，引进校外优质餐饮资源经
营学生餐厅和教职工餐厅，形
成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水平。
整合校内快递市场和快递服
务资源，建立统一的校园快递
中心。开通校内公交，进一步

服务广大师生。
在着力创设优质的办学环

境、资源，促进师生的成长、发
展的同时，聊城大学还提出了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力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实践教学
质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卓越人
才培养质量，让优秀、卓越人才
涌现”,“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十余位，博士、博士后百余名，
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构建高层
次人才高地”等一系列目标与
举措，着力推进师生成长、发
展，促进学校内涵、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一流地方综合性大
学。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
员 秦治洲

聊大今年将开通“校内公交车”
整合现有资源建立统一的校园快递中心

相关链接

3月11日，东昌湖
边的迎春花开得正艳，
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近
日 天 气 晴 朗 ，气 温 回
暖，水城街头出现一派
春意盎然的景象。

本报记者 邹俊
美 摄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石田力 )

记者从聊城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获悉，为进一步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切实解决城区餐
饮油烟及渣土运输车辆扬尘等
污染问题，执法局针对餐饮业
油烟污染、露天烧烤、垃圾焚烧
等进行专项整治。

据介绍，根据工作计划，明
确城区内所有饭店油烟净化装
置安装、改造工作时限，责令尚
未落实整改措施的饭店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油烟净化装置
安装工作，并实现达标排放。开
展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取缔
燃煤大灶。对整改工作进展缓
慢、油烟排放长期不达标的，采

取坚决措施予以治理。对未安
装油烟净化装置的，一律依法
停业整顿。

继续推广烧烤进院、炉子
进店、油烟进盆“三进”工作法，
在推广使用环保无烟烧烤炉
具、推进环保无烟烧烤大院建
设等“疏”的措施基础上，加大

“堵”的力度，所有沿街露天烧

烤一律取缔，实现炉子进店。室
内烧烤必须使用环保型无烟炉
具，配套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实
现城区烧烤店内经营、油烟净
化全覆盖。

同时，配合市交警部门，加
大渣土运输车辆查处防控力
度，实行渣土车辆密闭上路、定
时冲洗常态化。

执执法法局局展展开开餐餐饮饮业业油油烟烟污污染染整整治治
城区饭店限期完成油烟净化装置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杨小川 )

为切实改善环境质量，深入开
展环境保护大检查，确保全市
环境安全，3月10日，聊城市开
展2015年度全市环境保护大检
查第一次专项行动，聊城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洪玉振任组长。
本次专项检查严格落实独立调
查和环境保护部“三不三直”的

有关要求，即“不定时间、不打
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直
接督查、直接曝光”。

这次检查重点为，重点工业
企业，现场检查企业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是否存在偷排偷放
行为，在线监测设施是否存在弄
虚作假，对外排废水废气污染物
进行现场监测；检查危废、固废
存放和处置情况，是否存在违法

处置行为等。重点检查重复访、
越级访等重点环境信访案件的
整改落实情况。

此次检查分为三个小组，
第一组检查区域为茌平、东阿、
经济开发区，对于茌平信发华
宇氧化铝有限公司、茌平信发
集团热电厂，重点检查建设项
目环评和三同时执行情况等

第二组检查区域为市直、

冠县，对于国电聊城发电有限
公司、山东聊城昌润金热电有
限公司、冠县恒润热电有限公
司等检查除尘、脱硫、脱硝设施
运行情况；对外排废气进行现
场监测；在线监测设施是否存
在弄虚作假等情况；煤场防尘
情况，粉煤灰、炉渣等固废存放
处置情况等。第三组检查区域
临清辖区内的重点企业。

全全市市开开展展““三三不不三三直直””环环保保专专项项行行动动
对辖区内重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等进行突击检查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杨淑君) 16日春运就要结束，进
入尾声后，随着务工流和学生流
高峰的过去，聊城出行客流缓慢
下降，但还是比平时高一些。

记者在聊城汽车总站和聊城
火车站看到，售票窗口前买票的
乘客比前段时间明显减少，尤其
是汽车站，多以一些短途客流为
主，候车大厅内的旅客也明显减
少。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春运
客流高峰基本上已经过去，但还
有小部分的学生返校客流和外出
务工人员，即便是春运接近尾声，
但客流量还是比平时要多，也有
一些不着急出行的旅客。

记者查阅铁路售票官网获
悉，除了一些热门方向外，春运内
火车票比较充足，长途班线客流
从8日开始已经全面回落，旅客购
票紧张局面已经不再出现。“预计
本周末开始，热门方向火车票紧
张情况开始缓解。”聊城火车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短途客流基
本上能随到随走，和平时差不多
了，客流开始回落，预计春运最后
一周不会再出现客流高峰。

另外，因为今年火车票预售期
延长为60天，清明假期和五一假期
的火车票已经开始预售，青岛、烟
台、北京、南宁等一些旅游城市的
客票比较紧张，预计临近时会有退
票出现，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随时
查看预订，以免耽误行程。

春运进入尾声

客流缓慢下降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交通运
输局获悉，春运以来，聊城市交
通运输局监察支队采取四项有
效措施开展联动稽查工作，不足
一个月的时间，查处违章货车404

辆次。
据悉，春运期间，聊城市交通

运输局监察支队成立专门工作小
组，划定片区，与相关部门配合，协
调组织开展联合执法，重点对无证
或超范围从事道路营运、营运车辆
不按规定站点停靠和站外揽客、倒
客甩客、捎货、超限超载运输、危化
品运输车辆违法运输等行为进行
查处。同时，严格执行“绿色通道”
政策，确保重点物资运输和“绿色
通道”畅通，并通过联动执法微信
和360云盘两个平台及时更新、上
报相关资料和数据。

此外，还做好春运片区联动
稽查活动，自2月7日至3月3日，共
出动执法人员4729人次，检查货
运车辆11579辆次，客运车辆4174

辆次，其中查处违章货车404辆
次，卸货15740吨，收到了良好效
果。

400余辆次

违章货车被查处

10日上午，山东省东阿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非法持有
毒品案，被告人身着便装接受审
判。据悉，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
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后，全市
首次在审理刑事案件时让在押
被告人不穿囚服出庭受审。图为
被告人身着便装出庭受审的情
景。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
员 王希玉 石海燕 摄影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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