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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技师学院荣获

“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董凤霞)

踏歌起舞辞旧岁，欢声笑语迎
新年。近日，聊城高级财经职
业学校隆重举办“放飞青春”
2016新年联欢会，校长、党委书
记朱秋田带领领导班子成员
与全校师生员工齐聚一堂，欢
送硕果累累的2015，喜迎充满
希望的2016。市政府、市教育
局、市财政局、聊城技师学院
有关领导，学校部分校企合作
单位领导，《聊城日报》、《齐鲁
晚报》等媒体记者应邀参加了
联欢会。

下午2：30，舞台大幕徐徐
拉开，LED背景上，一本画册
在翻动，里面记录着高级财经
奋斗的2015、发展的2015、收获
的2015。倒计时的钟声后，一群
白天鹅翩翩起舞，春的气息扑
面而来，炫目的色彩、盛大的
场面霎时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这是学校会计系学生舞蹈队
带来的开场舞《春之韵》……
一首首动听的歌曲，一段段优
美的舞姿，美轮美奂的LED节
目背景，整台节目精彩纷呈，
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师生们
用深情的演唱、欢快的舞步和

诙谐的表演，演绎着对生活的
热爱，对新年的祝福。最后，学
校领导班子成员一起走上台，
与合唱团共同演绎大合唱《让
世界充满爱》和《中国之梦》，
联欢会圆满落幕。

该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联欢
会的举办，早在一个月前就成
立了由有关处室组成的联欢会
筹备领导小组。学校全体人员
坚守岗位、各负其责。学校有关
处室协同各系在学生组织、后
勤保障、安全保卫等方面通力
协作，确保了联欢会的顺利演
出和圆满成功。

高级财经学校举办2016新年联欢会

天天气气降降温温，，供供暖暖温温度度咋咋也也跟跟着着降降
面粉厂家属院业主希望春节前后俩月适当提高供暖温度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张召旭) 12日，家住健康路

面粉厂家属院的刘先生拨打本
报8451234“问暖热线”反映，最
近几天家里的供暖温度有所下
滑，目前室内温度仅维持在
16℃多一点。他建议热企在春
节前后最冷的两个月里适当提
高一下供热温度。

刘先生介绍，今年供暖以
来，家里虽然不是很暖和，但温
度一直还算可以，此前一直维
持在18℃左右。可是这几天随
着冷空气来临，家里的温度也
慢慢降了下来。“现在家里的温
度16℃多一点，这样的温度大
人倒没什么，可家里有孩子，就
怕孩子容易感冒。”

刘先生说，自己小区属于
老旧小区，以往供暖季温度也
还算可以，为了保证家里温度
达标，他还专门换了双层玻璃，
可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是串
联管道，热水从楼顶往下走，我
们家住在一楼，热水到了我们
家基本也就温乎。”刘先生说，
对于串联供暖的业主来说，住
在一楼不是什么好事儿。

随后，记者走访了面粉厂
家属院的多个住户，户主均反
映室内温度基本就在15℃至
20℃之间，大部分底层住户普
遍反应家里供暖效果不是很理
想。“我们在家里都得穿毛衣或
者是羽绒坎肩，今年冬天总体
来说，室外气温不算很低，可这

两天气温降得厉害，家里的温
度也不行。”小区一位业主表
示。

“幸运的是我们小区属于
直供，要是有物业控制，家里的
温度可能会更低。”刘先生表
示，其实每年4个月的供暖季当
中，就属春节前后的两个月最
冷，供热公司应该在这两个月
的时间里把供暖温度和压力适
当提高一些，这样才能保证业
主正常供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粉
厂家属院并没有物业管理，也
没有换热站，而是和周围市林
业局家属院、广播局家属院、房
产局家属院等多个小区共用一
个换热站，该换热站属于供热

公司直接管理的直供站。
换热站工作人员介绍，该

换热站和其他分散站不一样，
属于热企直供站，所以不存在
克扣流量的现象。一直以来换
热站都是根据天气情况调整流
量大小，并没有刻意调低流量，
最近几天也一直正常供热。此
外，由于面粉厂家属院建成时
间较早，供热系统老化，而且还
属于串联供热，加上小区楼栋
保温效果不理想，所以，底层居
民家里温度普遍上不去。他们
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提高压
力。但该小区硬件方面存在不
足，要彻底改善供热效果，需要
更换供热设备并对楼栋进行节
能改造。

安安装装好好的的路路灯灯为为何何迟迟迟迟不不亮亮
部门：地下管线淤堵，疏通连线后就能亮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焦守广) “这段路灯装了有

段时间了，为啥就是不亮？”12
日，市民齐女士向本报反映，不
知道为什么，城区向阳路东侧
路灯(兴华路至振兴路段)安装
后一直不亮。

齐女士家住向阳路颐馨园
小区，她告诉记者，向阳路东侧
路灯(兴华路至振兴路段)安装
好长时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一直没有亮过，而同样的路
灯，路西侧的则没事，晚上能
亮。造成了这段向阳路一到晚
上就变成一边亮，另一边黑乎
乎一片。

“俺妮每天晚上下晚自习
回家，都不敢走旁边的非机动
车道，可机动车道上全是车，对
面车灯一照同样啥也看不见。”
齐女士说，原来这段路东侧非
机动车道晚上漆黑一片，路边
有坑也看不清楚，给行人特别
是上晚自习的学生晚上行路带
来极大不便。她们小区的人晚
上骑车在这段路上经常摔倒。
如今竖起了路灯，没想到晚上
还是摸黑。

“安都安了，为什么不让它
亮呢？”在附近开店的陈先生
说，晚上路灯不亮，的确带来不
少麻烦，这附近住的人不少，平
时晚上有不少散步的老人和小
孩，为了安全着想，还是尽快让
路灯亮起来吧！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至聊

城市市政设施养护所，“下边线
还没接上，等接上后就能亮
了。”养护所一赵姓负责人介
绍，当时由于空中有电力部门
的高压电线阻挡，延迟了该路
段路灯的安装，高压电线落地
之后才竖起了路灯。然而由于

时间过久，早前的地下管线淤
死了，无法接上线，路灯自然亮
不起来。

“其实我们只负责路灯亮
起来之后的维护，目前对路灯
还未进行交接。”该负责人表
示，该段路灯由住建局负责安

装，估计等施工单位对其重新
开挖，疏通后接上线灯就能亮
起来。

12319城建服务热线工作
人员在记录路灯信息后表示，
会将问题反映至相关负责科
室，派人尽快处理此事。

向阳路东侧这段不亮的路灯。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大学生给老人

制作健康日历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安永程 杨
光) 近日，聊城大学“爱之援”志
愿者社会实践服务队，到聊城市
东昌府区马关屯村举办了“养生
健康伴您度过2016”为主题的志
愿宣传活动。

活动前，队员们咨询保健师，
详细记录一些养生知识，精心制
作成《2016养生健康日历》。在马
关屯村，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健康
日历吸引了不少年长的村民驻足
观看。

队员们热情地询问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并以聊天的方式向老
年人讲解健康日历上的内容，倡
导注意平时的养生保健以及基本
的健康饮食情况。其中一位70多
岁老人对此深有感触，他对队员
们深情地说道：“以前日子苦，没
有粮食吃。平时也不注意自己的
身体，现在年纪大了落下不少毛
病。现在生活好了，更得注意自己
身体健康啊！谢谢咱大学生给我
们这些上年纪的老人带来健康
啊！”队员们耐心的向老年人讲解
日历上面的养生知识，时不时地
还有不少村民向队员们询问养生
保健方面的问题，现场气氛十分
活跃。

沙镇中学参与

聊城教师大互换

沙镇中学近日参与了市级中
学老师与乡镇中学老师大换兵活
动，经过此次互换，大大促进了市
级学校老师与乡镇学校老师教学
方法的交流与进步，激发了老师
的工作热情，并且让学生们感觉
到了老师们的辛苦与温暖，为今
后的教育与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
的基础。

(张丽)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宗敬 ) 近
日，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下发文
件【鲁文明委(2015)19号】，公布了
2015年度“省级文明单位”名单，市
技师学院位列其中。

多年来，该学院高度重视精神
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融入人才培养及
学院各项工作之中，围绕提高学院
办学水平和师生素质，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创建工作，实现了

“以创建促文明，以文明促发展，以
发展促和谐”。

2015年，该学院按照聊城市第
十二届八次全会提出的“作风引
领、团结实干、争先进位、科学发
展”总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根本，紧紧围绕学院中心工作，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
务实，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努力提高师生道德素质和
文明程度，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
展、新突破，受到了省级文明单位
考核组的高度评价。

该学院顺利跻身于省级文明
单位行列，这标志着学院精神文明
建设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该学院
将以成功争创省级文明单位为契
机，进一步增强创建工作的前瞻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保持永
不满足、永不停步的进取精神，继
续深化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创建
机制，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
发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
有力的举措，不断巩固文明创建成
果，朝着全国文明单位的奋斗目
标，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作风，
勤奋工作、开拓进取，敢于担当、主
动作为，发展再提速、作风再提升，
打破常规思维，创新工作思路，适
应新常态，争取新作为，为学院又
好又快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隆重举办“放飞青春”2016新年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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