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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暖气费能不能只交两个月？没有卡号咋缴费？啥时能供暖……

“壹点问暖”启动，有问题就来@

今日本报B叠4版 本版编辑：李璇 组版：李璇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记
者 国晓宁) 聊城市2020年
集中供暖即将开始，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特别开启“壹点
问暖”栏目，接受市民咨询供
暖相关问题。这两天，“壹点
问暖”收到了不少市民有关
供暖问题的@：小区刚换了供
热公司，没有卡号如何网上
缴费？可不可以只缴纳两个
月的暖气费？缴纳了暖气费，
什么时候供暖……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就这些问
题联系了相关供热公司了解
情况。

10月26日上午，壹粉“平
静安然”通过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客户端发来情报称：楼
房在月亮湾C区，能交两个月
的暖气费吗？

当天上午，记者根据壹
粉提供的情报联系到家住金
柱月亮湾C区的王女士。王女
士介绍，家里的老人只在这

里住两个月，老人住的时候，
需要暖气，老人不住的时候，
房子就空着了，就不需要暖
气了，有点浪费。

随后，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聊城新北方热力集团
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没有任何通知和文件
规定允许只交两个月的暖气
费，所以只能缴纳一个供暖
季度的暖气费，不能只缴纳
两个月的。

10月26日上午，家住联
通公司家属院的许先生打
来热线电话称：去年是聊城
市财金清洁能源热力有限
公司为附近小区供暖，今年
区域调整，改成了山东聊城
昌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供
暖，但是没有缴费卡，不知
道 卡 号 ，就 没 法 在 网 上 缴
费，今年的暖气费都不知道
怎么交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山东
聊城昌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工
作人员介绍，今年供热区域
调整完后，工作人员发放了
一次供暖缴费卡，可能是户
主没在家，没有发放到户主
手中。户主可以去卫育路45
号昌润供热服务大厅办理缴
费卡，办完卡后就可以在网
上缴费了。

10月26日上午，家住嘉
明经济开发区水岸新城小区
的李女士打来热线电话称：
10月13日，自己缴纳了暖气
费，但是山东聊城昌润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没有通知什么
时候供暖。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山
东聊城昌润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工作人员表示，11月份才
开始供暖，公司财务那里已
经有李女士的缴费记录，她

只需要等着供暖就可以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

别开启“壹点问暖”，遇到啥
问题就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客户端@记者，或者拨打热
线电话8451234反映，还可以
直接拨打记者国晓宁的电话
19963529051进行反映。留言
时，请留下相关住址或联系
方式+小区由哪家供热公司
供热+供热问题，方便记者及
时与您联系。

有啥供暖问题就来@记者吧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记
者 唐学钰 实习生 谢广
勇 刘昊) 这两天，细心的
市民发现，在聊城城区的十字
路口，工人们正在安装遮阳
棚。10月26日上午，记者了解
到，为方便市民出行，避免在
路口等红灯时雨淋日晒，花园
路与后菜市街交叉口正在紧
张有序地安装张拉膜遮阳棚。

施工负责人介绍，遮阳棚
自10月22日开始施工，预计10
月27日全面竣工并正常使用，
届时，美丽又轻便的遮阳棚将
会呈现在广大市民面前。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城市
市容，便捷人们出行，市政部
门决定在主要路口试点安装
张拉膜遮阳棚。实施了两个方
案，安装两种不同类型的遮阳
棚，目的是检测哪一种样式的
遮阳棚既美观又实用，便于以
后在全市推广。

据施工负责人介绍，遮阳
棚做出来后呈现景观状，其原
材料为化学纤维织布，布料柔
软，即使几十年后，布料脱落，
也不会对行人，机动车等造成
损害，相对于其他材料来说，
更为安全，实用。

很暖心！等红灯再也不怕日晒雨淋
聊城在主要路口试点安装“遮阳棚”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记
者 国晓宁 实习生 谢广
勇 刘昊) 10月26日，聊城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在其官网
公布一则城乡规划草案批前
公告，将中华路以西、黄河路
以北、东昌路以南地块(原东
昌学院)地块调整为居住用
地，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将搬
迁至徒骇河以西、北外环路
以南、新四路以东地块。

10月27日下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聊城
大学东昌学院南门看到，该
则公告已经张贴在南门外东
侧，引来部分路人驻足观看。

公告内容显示，控规调整方
案中，将徒骇河以西、北外环
路以南、新四路以东地块调
整为高等教育用地。为了更
好的为聊城市提供教育资
源，原东昌学院计划改造提
升为政府办学的综合性大
学，原东昌学院校置不能满
足综合大学的用地要求。故
在开发区北侧，徒骇河西、北
外环路以南地块划定一处新
的学校用地。总用地规模约
为1000亩。

中华路以西、黄河路以
北、东昌路以南地块( 原东
昌学院)地块调整为居住用

地。调整完成后，高等院校用
地增加约49 . 7公顷，住宅用

地增加约22 . 3公顷。商业用
地减少约72公顷。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将搬迁新址
计划改造提升为政府办学的综合性大学

阳谷石佛镇开展

重阳节慰问贫困户活动

10月25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九九重阳
节”，为营造“人人皆愿为”的社会扶贫氛
围，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阳
谷县石佛镇组织开展敬老爱老关心关爱
困难老人活动。

在魏海村，阳谷华典饲料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魏绪全，为回馈乡邻，积极为村
扶贫事业做贡献，为村60周岁困难老人和
残疾人买来食用油。在康居嘉苑社区文化
广场上，社区党委聘请了聊城京剧团为老
年人送上了一份“精神大餐”，虽然天气微
凉冷，却阻挡不住群众的热情，大家纷纷
搬来自家的小板凳欢聚在文化广场上，兴
致勃勃地观看精彩的文艺节目。王楼村、
前洪村、后虎等村的党员干部走进贫困户
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米、面、油等
食用物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困难老人们纷
纷表示，党和政府不仅给予了物质上的帮
助，更给予了精神上的抚慰，在今后的生
活中一定会努力克服困难，积极面对人
生。 (楚凤珍)

阳谷大布第一书记：

推动精准扶贫重走访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阳谷县大
布乡魏庄村注重走访调研，摸清民情村
风，增进干群鱼水情，以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

为充分了解当地情况，省派第一书记
张立波进驻大布乡魏庄村驻村帮扶以来，
按照“五必访五必问”工作要求，积极开展
走访调研。走访过程中，他通过摸实情、交
朋友，听群众的真话实话，取得村民的信
任和支持。张立波书记视村民为亲人，把
村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通过走巷串户，
详细了解魏庄村的自然环境、组织建设、
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方面
面的情况。驻村帮扶以来，张立波累计调
查走访党员群众超过300人次，通过走访
调研掌握了驻村情况，为推动乡村振兴和
精准扶贫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国瑞)

高唐县人和街道

大力做好就业扶贫工作

为贫困户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稳就
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高唐县
人和街道在就业扶贫上“多点开花”，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带动贫困
户持续增收。

人和街道根据用工需求，注重将贫困
人员优先介绍安排。肖庄村陈洪岭年近70
岁，老伴视力二级残疾，还有一个小孙女
跟着两位老人一起生活，被列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街道办事处为其找了一份农村
公路养护员的职务。像他这样年龄偏大的
贫困户自己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
府将用工需求和贫困户对接，已有10多个
贫困人口成了农村公路养护员。

人和街道积极引导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成为扎实推进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的
途径之一。今年以来通过建立公益性岗
位，为13个贫困人口设置了保洁员、卫生
监督员等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
钱。 (任钦龙)

工人们正在安装遮阳棚。

公告已经张贴在学校南门外。

按照省、市、县各级关
于 开 展 孝 善 扶 贫 工 作 安
排 ，阳 谷 县 西 湖 镇 积 极 开
展孝善扶贫宣传活动及孝
善 扶 贫 资 金 收 缴 工 作 ，努

力在全镇营造孝善扶贫浓
厚氛围。

西湖镇对全镇年满60周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
采取子女缴纳,自愿参与的原

则，将孝老养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和扶贫工作有机结合，
树立敬老爱老的社会新风
尚，引导子女赡养老人尽孝
心。在全镇形成了家庭孝心

养老的浓厚氛围,真正实现了
农村贫困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幸福度过晚年生
活。

(杨波)

阳谷县西湖镇：营造孝善扶贫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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