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27日讯(记者
张 超 ) 2 7 日 ，记 者 从

“12345”市长热线获悉，截至
2016年底，全市已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175万亩，72个乡镇
(办事处)、106 . 5万农民群众得
到了实惠。

自2009年国家启动小农水
重点县项目以来，从2009年只
有两个县开始，逐年递增，2011
年全市8个县(市区)全部纳入
了小农水重点县实施范围，至
2017年，聊城市已连续7年实现
该项目8县(市区)全覆盖，也是
全省唯一实现该项目连续7年
全覆盖的市。

截至2016年底，全市已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75万亩，
铺设PVC管道12143 . 26公里，
新建提水泵站165座，新打机井
8865眼，累计完成投资15 . 02亿
元。72个乡镇(办事处)、1455个
村庄、106 . 5万农民群众得到了
实惠，项目区年人均增收309
元，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2250
万公斤，年可节水8750万立方
米，相当于5 . 2个东昌湖的蓄水
量。

2017年度小农水重点县项

目总投资19917 . 96万元，计划
发展节水灌溉面积22 . 42万亩，
项目涉及17个乡镇，建成后年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569 . 4万公
斤，年可节水1120万方。截至目
前，冠县、阳谷县、东阿县和高
唐县已全面完成建设任务，完
成投资1 . 08亿元，建成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11 . 9万亩；临清市、
茌平县已完成工程量的80%，
东昌府区、莘县已完成工程量
的30%，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

工并发挥工程效益。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全

市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到
96%，全部省定贫困村已通水。
2017年，临清市、阳谷县两个县
(市)5个乡镇的9个村庄列入
2017年省定贫困村饮水巩固提
升实施计划，项目总投资270万
元，铺设管道176 . 11千米，建成
后惠及1 . 4万人。目前，工程已
完工6个村，完成投资计划的
89%。

全全市市117755万万亩亩农农田田实实现现高高效效节节水水灌灌溉溉
惠及百万农民群众，连续七年实现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全覆盖

市水利局副调研员梁立奎做客市长热线介绍全市水利工作。

2017年聊城市决定实施的
扶贫开发十大项目中，水利部
门牵头的占两项，彭楼灌区改
扩建工程和位山湿地公园项
目。

其中位山湿地公园项目涉
及4个县(区)、5个乡镇，包括旅
游度假区于集镇、东阿县刘集
镇、姜楼镇、高新区顾官屯镇、
阳谷县七级镇。项目分为道路
工程和旅游项目两个部分。道

路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主线道路
60 . 3公里，分为北连接线、南连
接线、西池区、东池区支线4个
部分；新建大桥2座，中桥24座。
旅游项目设计范围为整个东西
沉沙池区约3 . 6万亩，其中东池
1 . 6万亩，西池2万亩，东池内一
期规划设计范围约5800亩，包
括约680亩的永久性建设用地
(已报省土管部门等批复)和约
1750亩的水林用地。

按照规划，先期启动的是
道路工程和一期旅游项目。目
前，池区道路工程已经基本完
成。北连接线道路长度18 . 1km；
南连接线道路长度5 . 1km；西池
区共4条道路全长25 . 6km；东池
区共5条道路全长11 . 5km。池区
道路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沉沙池
区40多个村、8万多群众无公路
的历史。

本报记者 张超

位位山山湿湿地地公公园园池池区区道道路路工工程程基基本本完完成成

自全省河长制工作启动以
来，全市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
领导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
署，各级各部门按照要求，科学
规划，积极推进，河长制各项工
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5月19日，市委办公室、市
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聊城
市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实施
方案》，县、乡两级配套编制了
实施方案。全市建立了市、县、

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共设置
市级河长10名，县级河长137
名，乡镇级河长1254名，村级河
长4195名；研究制定了市级会
议制度、部门联动制度等10项
制度，按照“一河一策、系统治
理”的原则，河道综合治理方
案和河湖岸线管理规划方案
正在加紧编制。市直各牵头部
门启动实施了35个专项实施
方案编制，明确了任务目标和

完成节点。
配合流域机构完成了黄

河、漳卫河问题排查工作，配
合省里完成了徒骇河、马颊
河 等 省 级 河 道 问 题 排 查 工
作，完成了全市 2 1条市级河
道的问题排查。河长制的推
行，进一步加大了水污染防
治力度，进一步健全了监测
预警。

本报记者 张超

全全市市建建立立市市、、县县、、乡乡、、村村四四级级河河长长体体系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省关于河长制工作的决策
部署，进一步加强涉河湖环
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治，提高
河湖管理保护水平，改善全
市河湖生态环境，市委、市
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
中开展“清河行动”，坚决查
处破坏河湖水域岸线的“乱
占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
挖、乱倒乱排”等八乱现象。

此次“清河行动”的整
治对象为列入省、市、县、
乡、村五级河长制实施方案
名录的所有河湖渠。据统
计，全市共5174条，其中省
级河道4条，市级河道21条，

县级河道181条，乡镇级河
道1195条，村级河道3773条。
清理整治范围为，河湖管理
和保护范围内的各类违法
行为。

8月28日，市委、市政府
召开全市河长制工作推进
会暨“清河行动”动员会议，
印发了《聊城市2017年“清
河行动”实施方案》，要求10
月底前彻底完成涉河违法
事项清理任务。根据排查，
全市省市级河道共有违法
事项1449项，截至目前，清
理完成650项，占总任务的
44 . 86%。

本报记者 张超

省省市市级级河河道道违违法法
事事项项清清理理超超四四成成

本报聊城9月27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孙迎秋)
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聊

城市中心支行、聊城市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协会、中国人民银
行东阿县支行在东阿县第二
实验小学联合主办“送金融知
识进小学课堂”活动。人民银
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党委副书
记、副行长王武声、东阿县经
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汝继新、人
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货币
金银科、聊城市金消保协会等
领导同志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同
志向学生代表发放了《小学生
金融知识读本》校本教材。仪
式结束后，东阿县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进行了现场授课。
老师用简单生动的语言给小
学生讲述了金融知识，现场
掌声连连。“送金融知识进小
学课堂”活动的开展，是加强
金融知识宣传普及的一个创
新探索，也标志着人民银行
聊城市中心支行创建金融知
识教育发展长效机制迈出了
坚实一步。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发挥
人民银行在宣传和普及金融
知识方面的社会责任，践行普
惠金融理念，人民银行聊城市
中心支行今年启动了“金融知
识教育示范点”建设。5月份，
选取了文化底蕴深厚的东阿
县第二实验小学作为聊城市

首家“金融知识教育示范点”。
同时为了使这项工作取得成
效，聊城市、县两级人民银行，
聊城市金消保协会与东阿县
第二实验小学根据小学生的
认知能力和金融知识需求，联
合编制了趣味性和实用性兼
具的《小学生金融知识读本》
校本教材。该读本用简单的语
言和生动的故事阐述了银行、
存款、人民币等金融知识，由
浅入深，引领孩子们走进金融
世界。此外，茌平县还编写了
中学生金融知识系列读本，也
将于近期发放，逐步将“金融
知识进课堂”推广至全市各中
小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
学校。

送“金融知识”进小学课堂

《小小学学生生金金融融知知识识读读本本》引引领领学学生生走走进进金金融融世世界界

阳谷县人民法院工业
园法庭通过新闻媒体曝光、
限制高消费、发布失信名
单、利用网络查控系统及时
查控银行存款、房产等措
施，积极破解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破解执行难问题。
目前辖区石佛、郭屯等5

乡镇已有10余名老赖主动履
行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及还
款义务，维护了法律威严。

(崔纪贤)

阳谷县人民法院

工业园法庭积极破解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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