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梁荷载试验完成，并达到通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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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22日，
湖南路徒骇河大桥进行通车前检
测，随着12辆30吨的重型卡车经
过，桥梁荷载试验全面完成，这意
味着湖南路徒骇河大桥全面通过
检测并达到通车标准，在完成辅
助设施建设后五一前将确保顺利
通车。

据介绍，经市政府同意，2013
年12月16日，湖南路徒骇河大桥重
建工程正式启动。2014年1月1号正
式开始建设，历时16个月目前已
达到通车条件。新的湖南路大桥
总投资达1 .2亿元，全桥总长314
米，宽度52米，最大跨度112米，宽

度同类桥梁中全国第一。
大桥将采用双塔双索自锚式

悬索桥，结构体系复杂，施工监控
难度较大，实施全程在结构布设检
测元件176个，桥塔高45米 ，桥塔
与索链将勾勒出亮丽的弧形，构筑
聊城优美的天际线。因此，大桥除
了满足桥梁设计基本功能，在美观
方面，也追求与周围环境的融合，
打造徒骇河风景区的标志景点。桥
面最高处比桥两端路面高出4米，
与此相对应的是，该桥最大跨径达
到112米，这些设计为徒骇河未来
通航创造了有利条件。

记者在现场看到，建成后的
徒骇河大桥机动车道为双向8车

道，机动车道总宽29米;其他路幅
分别为，两侧人行道各宽3.5米，两
侧非机动车道各宽5 .5米，两侧侧
分带与塔索区各宽2 .5米。全桥合
计宽度达52米。

湖南路徒骇河大桥位于市政
府确立的“两城一河”规划中的

“一河”徒骇河风景区，属于徒骇
河世界运河博览园项目的组成部
分，横跨二干渠， 处于城市内环
线湖南路上，兼顾功能与景观，是
济聊一级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桥梁建成后将带动两岸开发建
设，形成良好的城市景观，充分彰
显徒骇河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

记者22日从冠县职教中心
学校获悉，该校教师王学斌被
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据介绍，中国管理科学研
究院是由中央编制委员会登记
注册的国家事业单位，是我国
专门从事管理科学和相关交叉
科学研究的新型科研机构。目
前在冠县职教中心从教的王学
斌是聊城市首席技师、山东省
职业技能鉴定专家、高级讲师，
参加工作25年来，一直在职业
教育战线上从事电工电子、计
算机专业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工
作。

近年来王学斌在国家期刊
上发表4篇论文；编写“十二五
全国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电工
基础》、《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2014年主持中国教育学会主办
的“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新
课堂中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过
程中的应用”，同时又主持省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研“十二
五”规划2课题“区域推进职业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

(张跃峰 张瑞 李俊青)

冠县职教中心学校

一教师被聘为国家级

科研机构特约研究员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谢晓丽)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个
人办理社保缴费、加强基金管理、
提高经办服务水平，市社保处近
日正式启动实施了个人缴纳社会
保险费银行代扣代缴业务。市社
保处提醒，六月份是缴费高峰期，
为避免排队，市民最好错开，争取
在四五月份办理完该业务。

从今年起，聊城市失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缴纳养老、
医疗保险费时将不再使用现金在
服务大厅缴费，而改为按年度委
托银行代扣代缴。这一举措免除
了缴费人员往返奔波及缴费高峰
时排队等问题，缴费方式更加方
便、快捷，是市人社局推行的重要
便民措施之一。

市人社局在服务大厅设立专
门窗口，由职介中心、社保处、银

行等部门联合办公，缴费个人可
一站式办结核对社保信息、签订
委托协议、办理专用银行卡等业
务。今后个人在缴纳养老、医疗保
险费时，只需在协议规定的时限
内在专用银行卡上足额存入所需
金额，即可实现银行划转，计入社
保个人账户，之后通过银行各网
点自助设备可随时查询代扣明
细。

聊城正式启动实施个人社保缴费代扣代缴业务

市市民民缴缴费费尽尽量量错错开开六六月月高高峰峰期期

22日，山东省环保厅公布
山东省大气环境质量2015年1-
3月份17城市排名，聊城“蓝天
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同比减
少，细颗粒物浓度同比改善幅
度全省倒数第一。

1至3月份，聊城蓝天白云
天数为30天左右，同比变化为
减少，17地市排名倒数第二位。
重污染天数排全省第十四位。
细颗粒物月均浓度在110μg/
m3以上，全省十六位，同比改
善幅度全省倒数第一。可吸入
颗粒物月均浓度全省第十四
位，同比改善幅度全省第十一
位。二氧化硫月均浓度第八位，
全省同比改善地第四位。二氧
化氮月均浓度全省十二位，同
比改善幅度全省十二位。

(李军)

聊城“蓝天白云”

一季度同比减少

《长长涛涛说说交交通通》栏栏目目正正式式开开播播
本报聊城 4月 2 2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范勇 ) 为
进一步改善道路交通环境，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提高人民
群众文明交通意识，21日，《长涛
说交通》栏目开机仪式在市公安
局举行，市委宣传部、市广电总
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出席仪式。

《长涛说交通》栏目以服务
社会民生、权威信息发布、普及

交通法规、展现交警风采为宗
旨，定位于关注民生热点，剖析
交通百态、解读政策法规、服务
百姓出行。栏目由一线交警长涛
与电视台主持人现场主持，同时
将通过微信互动、寻找文明市民
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栏目将
在聊城电视台《民生面对面》节
目中播出。

聊城市交巡警支队负责人
介绍，随着经济水平快速发展，

聊城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110万
辆，近两年机动车年均增长约20
万辆，汽车类驾驶人有78万人，
城区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0万辆
左右。聊城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人流、物流、车流激增，疏
堵保畅任务日益繁重。《长涛说
交通》栏目能起到改善道路交通
环境，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提高人民群众文明交通意
识。

2015年以来，全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认真贯彻稳健的货币
政策。一季度截至3月末，全市
涉农贷款余额1230 . 97亿元，较
年 初 增 加 7 0 . 8 6 亿 元 ，增 长
6 . 11%，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增速
1 . 2个百分点。

2015年以来，全市信贷投
放平稳增长，小微、涉农、服务
业贷款投放加快，信贷结构持
续优化。3月末，全市各项贷款
余额1782 . 91亿元，较年初增加
83 . 40亿元，增长4 . 91%。信贷结
构持续优化，小微企业贷款投
放加快。3月末，全市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400 . 23亿元，较年初
增加33 . 15亿元，增长9 . 03%，高
于各项贷款增幅4 . 1 2个百分
点。涉农贷款投放加快。3月末，
全市涉农贷款余额1230 . 97亿
元，较年初增加70 . 86亿元，增
长6 . 11%，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增
速1 . 2个百分点。

各项存款较快增长，3月
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 4 8 5 . 8 2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196 . 61亿元，增长8 . 59%。

(王瑞超)

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一季度超1230亿

22日是第46个“世界地球
日”，聊城高新区绣衣集小学举
行了一次“我给地球妈妈过个
节”的主题创意活动，学生们用
废旧物品制作的鲜花、地球仪
和绘画作品摆出创意造型，倡
导大家爱护环境、用心呵护地
球。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
讯员 徐长春 许淑红 摄

创意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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