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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讯 去年以来，龙泉
街道把“心系民生、多办实
事”贯穿于街道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努力建设“最具幸福感
宜居城区”，取得了良好成效。
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优
化项目建设环境。目前，安康
花园一期已经竣工上房，二
期、三期廉租房、公共租赁房
及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进展顺
利。同时，将城中村和棚户区
改造工程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
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推进
20 余 万 平 方 米 的 夏 庄 区 域

“ 城 中 村 ” 改 造 二 期 工 程 ，
183户回迁居民全部上房；塔
寺南路、四中等 11 处棚户区
改造回迁房已全面开工。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打造
“十分钟”社区服务圈，是该

街道积极开拓民生服务平台的
又一有益探索。分布在辖区
57 个居委会的便民服务站，
以及位于滨江、跻云桥、龙泉
苑3处整合集约的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构架起横到边、纵到
底的龙泉便民服务网络。运行
半年多来，累计为居民解决各
类诉求 2200 多件，办结率达
100%。

加快推进“服务业引领
型”主体功能区建设，围绕服
务业“一轴一圈 一带一群”
战略，打造 10 分钟精品时尚
生活圈。目前，投资 30 亿元
的红星美凯龙、60 亿元的龙
泉商业中心正在加快建设；投
资 11.6 亿元的龙腾水街等 18
个过亿元项目进展顺利。

该街道还积极创建全国文

明镇，加强“乡村文明行动”
和四德工程建设，目前已建成
市级“乡村文明行动示范居”
5 个；省级四德工程示范居 1
个、是级2个，滕州市示范居
26个，示范单位6个、学校6
个、企业4个。

（李洋川 李建国）

薛城讯 近年来，薛城区
常庄镇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切
入点，积极探索“产城一体
化”发展模式，加速撬动城南
新区发展，一座宜居宜业的城
南新区正以崭新的姿态快速崛
起。

近年来，常庄镇确定了产
城互动发展战略，立足区情镇
情，科学谋“变”，拓展城镇
空间，加快与枣庄新城对接融

合，以泰山路南延为突破口，
以城中村改造为龙头，强力启
动城南新区建设，搬迁城中村
5 个、230 万平方米，建成

“六纵六横”道路12条，奚仲
市民健身园、锦阳河生态景观
等配套项目建成使用，12 平
方公里新区已具雏形。

围绕“提档扩容”，聘请
一流设计团队，统筹考虑区域
特色和主体功能，做好产业规
划和社区规划，科学编制城南
生态新区和铁西新区规划，留
出产业发展的空间，编制新型
制造业、现代物流业规划和适
合产业工人居住的社区规划。
为推进铁西新区发展，该镇从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入手，建成
通车104国道桥和疏港路，开
挖完工枣庄港及航道，建成枣

庄铁路货场4条铁路专运线和
一座 30 吨龙门塔吊，可提供
每年 150 万吨的货物周转服
务。通过延伸“门到门”物流服
务链条，分工科学、布局合理、
低碳环保的“公、铁、水”快捷联
运网络初具雏形，为现代物流
开启了一扇“新窗”。

伴随着城南新区的崛起，
热电多联产循环经济百亿产业
园、铁水联运物流园、万洲浙
商城等一个个大项目落地开
花，成为新区发展的强劲动
力。产业聚集的良好局面，不
断吸纳企业入驻，使越来越多
的村民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成
为“上班族”。工业发展和城
镇建设良性互动、相互支撑的
新格局悄然形成。

（李自发 万照广）

龙泉街道：民生优先建设宜居城区
常庄镇：“产城一体”扮靓城南新区

本报讯 2013 年以来，
市财政部门在全市实行“一本
通”发放涉农惠农补贴资金，
帮助农民算出“明白账”，充
分发挥惠农资金的效益。

健全基础信息档案库。加
强信息分析，将110万条补贴
对象信息与公安部门户籍信息
进行比对，对身份证号码与姓
名不符、补贴对象死亡、户口
迁出等情况，逐一到户核查，
根据核查情况更新完善基础信
息档案库，为涉农补贴资金发
放提供了数据支撑，维护了广
大农民的切实利益。

完善技术信息支撑平台。
筹集各类资金160余万元，加
强“一本通”系统网络建设，
对网络系统进行延伸、扩展，
财政广域网实现由省、市到乡
镇（街道）的纵向贯通和金融
机构的横向联网，实现“一本
通”系统用户的全覆盖。此
外，财政涉农补贴资金“一本
通”发放还新增补贴资金到账
短信通知功能，为广大补贴对
象及时知晓补贴资金兑付情况
开辟了新途径。

构建涉农服务长效机制。

坚持制度先行，制定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涉农补贴资
金“一本通”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明确职责分工、压实
工作责任，为涉农补贴资金发
放提供了制度支撑，形成了齐
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财政牵头，强化部门间
配合。市财政牵头，加强与
公安、民政、农业、水利与
渔业、人民银行及商业银行
等多部门联系，随时掌握涉
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研究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
涉农补贴资金发放提供了机
制支撑。

“一本通”实施之前，
财政涉农惠农补贴资金都是
以农户和个人为单元发放，

“一户多折”或“一人多折”
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基层财
政补贴不能及时发放，不利
于惠农资金监管。去年，全
市通过“一本通”，发放各项
涉农惠农补贴资金 74516 万
元，使全市农民群众在家门
口就可以领取国家支农惠农
的各项补贴，充分发挥了惠
农资金的效益。 （高焕民）

年来多少惠民事
总是“一本”到农家
我市涉农惠农补贴资金
发放实现“一本通”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4级，气温3～17℃。（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提起雷锋，我们耳熟能
详。半个世纪以来，雷锋已
成为亿万中华儿女学习的榜
样。他不仅是唯一一个新中
国四代领导题词学习的典
范，唯一一个被载入十八大
报告的平民英雄，他还走出
国门，成为世界人民崇拜的
偶像。美国人说：“雷锋属于
全世界，大家都应该向他学
习”。法国人说：“如果我们
人类都像雷锋那样处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那该多好
啊！”

雷锋没有像黄继光用胸
膛堵过枪眼，像董存瑞舍身

炸碉堡，像罗盛教抢救落水
儿童，像欧阳海拦过惊马
……可他为何超越了时空、
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
超越了信仰，成为世界人民
学习的楷模呢？答案就是雷
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
私奉献精神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行动。

翻开雷锋22个年轮中那
一页页闪光辉煌的历史，就不
难看出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
真谛。雷锋是一位在平凡岗
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平民
英雄，他短暂的一生为党、为
人民、为集体、为战友做了数

不清的好事。雷锋精神是夜
晚的北斗星，成为引领我们人
生航行的“灯塔”，雷锋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是引导
我们人生拼搏、奋斗的“方向
盘”。传播雷锋精神、践行雷
锋行动并非高不可攀，50多年
来，雷锋精神已成为流淌在中
国人血脉中的基因，只要有人
群的地方，就有雷锋精神和雷
锋行动的存在。小到公交车
上给老人、孕妇让座，大到为
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自己的
生命。当代雷锋郭明义，15年
中每天提前2个小时上班，累
计献工 15000 多小时。。。。。。

京城活雷锋孙茂芳，45年间照
顾18位孤寡老人的累加时间
超过100年……

驿路梨花处处开，雷锋
精神代代传。斗转星移，移
不走雷锋的魂灵；岁月流
逝，逝不去我们的热忱。虽
然，我们没有滋润万物的清
泉，没有照亮土地的阳光，
也没有布满世界各地的绿
荫。但是，雷锋有的责任感
和道德，我们应该有，也必
须有。

我们要热爱祖国，感恩
党给予我们的幸福生活。要
讲文明、崇道德、尚诚信；

生活节俭不浪费，舌尖奢侈
要摒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让“光盘行动”永远成
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见老人
摔倒去搀扶，路遇病人去救
助，要敢于当好人、敢于做
好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离不开雷锋精
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美丽中国”需要雷锋精神。
只有让雷锋精神植根于我们
的心灵，融入我们的思想血
脉，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精
神家园，不苛求他人为我来

付出，树立我为他人多奉献
的理念和行动，人人才会释
放“正能量”，公德才能在我
们身边，道德缺失、世态炎
凉等诸多不良社会现象才会
远离我们。

朋友们，人生需要众人
帮，社会需要热心肠。时代
需要雷锋精神，人民呼唤雷
锋精神，只要我们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从关爱他人做
起，多为他人和社会传递温
暖和力量，就能汇聚起善的
洪流、爱的海洋。让我们共
同传承雷锋的精神，共同踏
着雷锋的足迹，共同为“大
美神州、美丽中国”添彩，
共同奔向更加和谐、更加辉
煌、更加幸福的明天！

踏着雷锋的足迹 奔向幸福的明天
本报评论员 张华

目前，我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全面启动。
根据市委安排，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市委常委会及常委
在“四风”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建议，对全市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建议，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建议，欢迎
广大党员群众提出宝贵意见。

热线电话：12345
意见箱：市中区东郊小区、新城凤凰山东区、市信访局、

各区（市）党委院内
信函地址：枣庄市新城嘉汇大厦5－C－28室
邮政编码：277800
电子信箱：zzqzlx66＠163。com
咨询电话：8685871 8685883

中共枣庄市委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3月10日

市委常委会及常委教育实践活动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公告

←连日来，我市各级工会利用工闲时机，组织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上图：市总工会组织书画家到兖矿鲁南化工，举办书画联
谊活动，并将书画作品赠予一线女职工代表。

（记者 刘品 摄）
左图：山亭区汉诺集团女职工在岗位上切磋技艺。

（赵连友 摄）
右图：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物流中心开展的拔河比赛。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张培培 摄）

本报讯 日前，市妇幼保
健院投入20多万元，通过拆除
实验室和病房，增加紧急疏散
通道和平台、消防栓、防火门
等，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就
医群众安全。3月3日，该院通
过了市中区消防大队监督检
查。

该院针对医院楼房实际，
逐条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制定
详细整改措施。针对儿科病房
楼西区疏散楼梯设置数量不足
的情况，组织专业人员认真调
研、反复论证，通过设置外置钢
结构疏散楼梯，解决了这一问
题。同时，对二楼东区一平台
进行整理，改造成疏散平台并
已经定做防火门。在产科大楼
五层妇科病房，该院多方听取
市及市中区建筑设计研究院专
家、市中区消防大队专业人员
的意见，集思广益，拆除了一间
病房，投入5万多元，制作了室
内钢结构安全通道，定做了一
扇防火门。在感染科楼，通过
移除一个实验室，畅通了疏散
通道。为提高应急能力，市妇
幼保健院还在院内增加了一处
室外消防栓。

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市
妇幼保健院在每座楼都安排专
门的房屋巡查员，对安全情况
进行检查并记录，科室义务消
防员每天进行消防巡查，院领
导也坚持夜间带班巡视，及时
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该院还
制定了疏散应急预案，定期组
织全院工作人员消防演练，提
高全员应急能力。

（记者 张孝平）

市妇保院
投入20多万元
排除消防隐患保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9 日
电 （记者 余晓洁 白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阚珂9日在两会新闻
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房
地产税法草案和环境保护税法
草案正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精神积极起草当中。

“房地产税法草案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工作机构会
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研究起
草，条件成熟时会依法提请审
议。环境保护税法草案由国务
院有关部门起草，在条件成熟
的时候，会由国务院依法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阚
珂说。

他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已对外公布。制
定增值税法以及其他单行税法
等立法项目已列入立法规划当
中，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项目
也已列入立法规划。

房地产税法草案
环境保护税法草案
正在起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