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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建建智智能能公公厕厕1155日日投投放放使使用用
上方配有LED显示器，厕所有没有人一目了然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时燕 李明 记者 郗运红 )

记者从滨州市城管执法局
环卫处了解到，目前市区公厕
维修改造、新建公厕工程已进
入收尾阶段，垃圾中转站改造
建设也基本完工。13日，环卫
处对新建公厕和压缩式垃圾
中转站进行参观，相比之前整
体呈现高档、环保、自动化机
械作业特色。

在黄河四路新立河西路
交叉口，一座浅绿色的新建公
共卫生间格外显眼。它不仅外
形美观，更是一座智能卫生
间。整个公厕配有三个蹲位、
一个无障碍残障间和一间管
理间，上方配有LED显示器，
厕所有没有人一目了然。公厕
内部配备自动冲水器、洗漱
台、洗漱镜、排气扇和冬天可
取暖的取暖器，并设有紧急求
助按钮和报警系统。公厕内部
是瓷砖装饰，干净卫生，外部
是铝塑钢板材质具有防火作
用，并且表面光滑。

“市民在使用后，开门就
会自动冲厕，很方便，节能环
保。我们在开放时间还有专门
人员管理，市民有问题了，就
可以按下求救按钮。”市城管
执法局环卫处设施管理科科
长韩新忠说。目前，新建公厕
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将于8月
15日向市民投放使用。每天开
放时间是11月1日-3月31日，
早6:30-晚22:00；4月1日-10月
31日，早6：00-晚23:00。

黄河四路市政广场公厕
是市区3座公厕大型维修改造
的其中之一。在公厕改造中，
市环卫处对市区10座公厕陈
旧、破损隔断板已更换完成，
更换面积309 . 6㎡；将市区公
厕15个破旧防盗门更换为卷
帘门，更换市区公厕防蝇帘，
共计126 . 1㎡；对市区6座公厕
进行内部刮瓷和外墙粉刷；为
市区34座公厕安装除臭设备。

在黄河小区二区，一台全
封闭式的垃圾中装站得到了
市民的称赞。据了解，全市目

前正在建设和已经投入使用
的压缩式垃圾中转站共有19
台，该车具有全自动化清运垃
圾功能，操作省力、方便、快
捷，保障了周围环境卫生。

“以前的地下垃圾箱，很
容易形成积水，垃圾积水就会
发出很臭的气味，这台压缩垃

圾中转站有污水暗排的功能，
直接把污水排到地下污水管
中。整个车是密封状态，不散
发气味。每台压缩式垃圾中转
可装载17立方压缩后的生活
垃圾。”市城管执法局环卫处
清运大队科长雷建国说。

新建公厕配有LED显示器。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

滨滨州州供供电电隐隐患患清清理理完完成成6677%%
6月部署，8月追问，隐患清理绝不允许拖沓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
璐琪 通讯员 宋炳茹 张鑫)

开展患清理专项行动以来，
供电公司排查的1761处安全隐
患进行销号处理。截至7月30
日，全市共清理保护区隐患
1181处，完成工作量的67%。其
中紧急严重隐患369处，从清理
情况来看，博兴县、阳信县清理
力度较大。

6月份会后，各县区召开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隐患清理专项
行动部署会，对本区域内存在
的电力设施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制定了清理计划，7月份重
点清理危及线路安全运行的违
章建筑和树木隐患。在各县区
的密切配合下，截至7月30日，
博兴县内隐患133处，已处理
126处，完成率95%，阳信县内
隐患253处，处理233处，完成率
92%，其它县区也各自完成一

定比例的清理工作。
2015年1-7月份，滨州市、

县供电公司共发生10千伏及以
上线路跳闸225条次，跳闸次数
同比降低41 . 25%，专项行动初
见成效。但从跳闸原因来看，因
防护区内树木原因造成的跳闸
仍占比37%。

目前，全市已进入迎峰度
夏度汛的关键时期，电网负荷
屡创新高，强对流雷暴雨天气

频发。保护区遗留的隐患在恶
劣天气下仍然严重危及电网安
全运行，电力设施保护区隐患
清理是一项长期性基础工作，
是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基
础。滨州供电公司计划持续开
展隐患治理行动，增派清理队
伍，利用8、9两个月份，对保护
区内的剩余580处隐患彻底清
理，力争将存量安全隐患全部
消除。

惠民县石庙计生办：

助助推推226688户户计计生生女女孩孩家家庭庭发发展展
本报讯 惠民县石庙镇计

生办积极转变职能，服务辖区
群众，积极开展婚育新风进万
家活动、关爱女孩行动，开展计
生优质服务，治理出生人口性
别比工作等一系列相关服务活
动，结合计生各项工作的推进，
为268户计生女孩家庭发展提
供优质服务和支持，助推计生
女孩家庭发展。

结合婚育新风进万家活
动。从宣传品进村入户、妇女广
场舞活动、致富女能手风采展
示、“十佳上门女婿”评选等入
手，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在
全镇内传播“生男生女都一样、
女儿也是传家宝”的新型婚育

观念，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女孩
成长和发展的舆论环境。

结合计生优质服务。在开
展关爱女孩行动的同时，镇党
委、政府先后投入10万多元用
于镇计生服务所、村级服务室
的建设，建起“宣传教育、人员
培训、药具发放、技术服务”功
能为一体的标准化服务所，镇
服务所医生联合开展“十上门”
宣传活动，以各项人口计生技
术服务、宣传上门形式，为计生
女孩家庭开展优生优育、不孕
不育、生殖保健等咨询、查治服
务，深受群众欢迎。

结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工作。镇计生办积极宣传有奖

举报制度 ,集中力量打击两非
案件，发放禁止“两非”通告宣
传单、在阳光计生公开栏张贴
宣传图，让群众知道“两非”的
危害和涉及“两非”需承担的后
果等，做到预防为主，使出生人
口性别比控制在合理水平上。

结合利益导向机制实施。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女孩成长的
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保障体
制，在新农合补助、农村低保、
安居工程、小额贴息贷款等利
益导向机制向计生女孩家庭倾
斜，帮助计生女孩家庭脱贫致
富，每年为考上大学的孩家庭
发放奖学金，计生女孩家庭子
女在初中考中享受加分政策，

有效落实各项利益导向工作。
结合计生协会开展暑假关

爱留守儿童活动。强化安全教
育，该镇计生协会针对暑假期
间气温高，留守儿童下河游泳
悲剧事件时有发生的报道，组
织村计生协会干部对辖区内的
留守儿童进行再次统计登记，
并联合学校加强对留守儿童安
全知识的学习。镇计生协会联
合辖区大学生村官对留守儿童
实行“1+1”的帮扶，为孩子们送
上文具盒、钢笔、笔记本等礼
物，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确保学
习上有辅导、心理上有抚慰、安
全上有呵护。

(通讯员 李广喜 吴云丽)

邹平生源地学生

贷款延长至20年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布汝奎) 今年，邹
平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又
有了新的调整，最长贷款期限从
14年延长至20年，还本宽限期从2

年延长至3年。截至目前，该县已
为200多名贫困学子办理了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

从2014年开始，邹平县提高
了助学贷款额度上限，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
上限由6000元上调至8000元，全
日制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每年贷款额度上限
由6000元上调至12000元。所贷款
项主要用于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费和住宿费，超出学费和住宿
费的部分可用于生活费。

邹平县成立贫困学生资助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具体负责组织
落实贫困学生资助工作的宣传、
调查、公示、发放、监管。做深做细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调查摸底
工作，建立完善基本情况信息库，
尽量使学生信息准确无误。制定
了符合实际的工作制度和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
人的工作职责，提高工作实效。

同时，为受助学生建立个人
专用账户，要求班主任协管到位，
叮嘱学生家长接管到位，保证学
生安心学习，严格落实责任制，确
保所有资助金按时足额发放到受
助学生手中。

水塘架起防护网

杜绝孩子野泳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孟
令旭 姜玉新 记者 王晓霜 )

“架起这个防护网和设置上警
示牌以后，孩子们就不能偷偷摸
摸下到水塘游泳了，我们这些大
人现在可放心了。”13日，正在村
边干活的沾化区黄升镇枣园村
村民郭洪亮和韩青坤指着水塘
防护网说。

近期，黄升镇连降暴雨，两
天的降水量达到了174毫米，使枣
园村3000多平方米的水塘暴涨至
三四米深。由于该水塘离着村内
休闲广场比较近人员众多，再是
正值暑假，孩子们也有私自下水
游泳的，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区住建局派驻该村“第一书
记”刘文平看到这些情况后，及
时协调投入7000余元，为水塘围
起了300多米长的防护网，并在水
塘四角设置了安全警示牌，还为
水塘敷设了进排水管道。该民生
工程获得群众的高度赞扬。

竞聘幼儿班主任

12日晚，滨城区第一小学幼
儿园班主任岗位竞聘活动在托班
教室举行，共有30余名教师参与
竞聘。活动中老师们对以往的教
育、保育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对竞
岗优势进行阐述，并对今后工作
进行规划。此次竞聘活动择优选
出11名班主任，为新学期各项工
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本报通
讯员 孔令寰 摄影报道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肖迪胜 记者 王领娣) 为贯
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进一
步加强对行政复议应诉人员的
管理，不断提高全市行政复议
应诉人员的能力和水平，8月13
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组织进

行全市“山东省行政复议应诉
人员资格证”申领考试，对全市
900余名行政复议应诉人员进
行了集中考试。

本次考试采取随机从题库
抽题、试卷实行百分制、一人一
卷的方式。考试内容涉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考试
合格者，通过资格审查后，统一
向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报送，由山
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发新版行

政复议应诉人员资格证。
在滨州市主考场参加考试

的有市司法局、统计局、住建
局、交通局等38个市直部门和
开发区、高新区、北海新区近
500名执法人员。各县(区)的行
政复议应诉人员分别在各县区
分考场参加考试。

990000余余名名复复议议应应诉诉人人员员资资格格考考试试
合格者通过审查后，统一向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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