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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来临，东沙河边落叶潇潇。落叶伴随其他杂物飘进东沙河，
影响着水质，也影响人们的观感。东沙河管理部门及时清淤，每天派
出工人捞取河中漂浮物，保障了河水洁净。图为工人在捞取漂浮
物。 （徐瑞福 摄）

一池碧水辛苦得

□记者 任颖
本报讯 12月7日上午，区人大举

行“三严三实”第三专题集中学习研
讨。区人大党组书记、主任王真海主持
会议并讲话，副主任胡方忠、胡乐华、刘
堪林参加会议，副主任周爱国列席会
议。

会上，胡乐华、刘堪林领学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摘编；胡方忠
做了重点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
要强化责任担当意识，把“严”“实”
的标准贯穿人大工作始终，以实际成
果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

王真海指出，严以用权要求领导
干部用手中的权力为民谋利益、为党
谋事业、为国创大业，树立对党忠
诚、干净干事、勇于担当的崭新形
象。一要依法用权。把握好“法定职
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
要求，按照法律规定切实履行好监督
权、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等各项
职权是法定权力。二要秉公用权。发
挥人大工作的自身优势，切实履行法
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职能，在“六个市
中”建设、实体经济发展中，有所担
当、有所作为，做到以工作实绩检验
行权效果。三要为民用权。把维护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结合“人大代表履职
提升绩效年”、人大代表在身边、双

联、民主恳谈、代表建议意见办理等
闭会期间的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依法监督“一府两院”用权为
民，真正为民当家作主。 四要廉洁用
权。始终对权力怀有平常之心、戒惧
之意，做到谦虚谨慎、如履薄冰，心
有所止、行不逾矩。

就开展好下一步的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王
真海强调，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省市委新的精神要求，切实推进专题
教育活动向纵深发展。切实以思想自
觉带动行动自觉，按照“三严三实”
要求鞭策自己，立足本职岗位，敢于
担当、真抓实干，服务全区工作大
局。二要正视自身短板、拉出问题清
单，持续发力确保问题整改抓铁留
痕。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立说立行立
改，使专题教育的过程成为发现和解
决“不严不实”问题的过程，确保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三要坚持践行

“三严三实”久久为功，不断提升人大
工作新成效。要把践行“三严三实”
体现到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委关
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精神要
求中去，体现到人大监督、重大事项
决定和人事任免等行权履职中去，体
现到加快推动全区发展中去，立足全
局、主动作为，推动人大工作不断迈
上新台阶。

区人大召开“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第三专题集中学习研讨会

记者从 12 月 1 日召开的全市羊
肉及其制品规范整治打击专项行动
动员会议上获悉，针对近段时间市
场上出现的羊肉问题，我市按照省
里的统一要求，将利用三个月的时
间，对羊肉及其制品进行“规范整
治打击”，以确保老百姓吃上放心羊
肉。

三个月进行整治
羊肉是我市老百姓主要食用的

肉类之一，羊肉汤更是冬季枣庄人
喜爱的美味佳肴和地方特色美食，
消费量和需求量非常大。当前，寻
常百姓、新闻媒体对羊肉质量乃至
安全问题十分关注。虽然我市羊肉
及其制品质量安全总体状况是好
的，但是仍然有扰乱整个羊肉消费
市场的现象。近一段时间，羊肉问
题时常见之于媒体，成为社会热议
话题，违法案件也屡屡曝光。

此次羊肉及其制品“规范整治
打击”专项行动，为期 3 个月，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开始，2016 年 2 月
29日结束，强调从屠宰、生产加工
到食品流通、餐饮消费的全过程规
范整治，在流通经营、餐饮服务环
节发现的问题要向上溯源，直至追
到生产加工和屠宰源头。

九大问题需要解决
据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

人介绍，当前羊肉、羊肉卷 （片）、
羊肉馅、羊肉丸子、所谓的混合羊
肉、进口的羊肉及其制品，存在的
突出问题归集起来有九种，分别
是：“挂羊头卖狗肉”，掺假掺杂；
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羊肉；超
过保质期的羊肉，特别是进口羊
肉；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的羊肉
和“混合肉”；病死、毒死、死因不
明的羊；添加、掺杂毛皮养殖动物

的胴体；来源不明、标示不清、标
注虚假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索证索
票不全；羊肉烹制过程中添加亚硝
酸盐 （我市上半年餐饮环节监督抽
检中，曾发现3起羊肉中检出亚硝酸
盐的案件）；“瘦肉精”问题。

七项违法行为将被打击
在本次专项行动中，以下七项

违法行为将被严厉打击，分别是：
屠宰的羊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
运输的羊肉未附有 《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 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
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
的羊肉或其制品；生产、经营未按
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羊
肉或其制品；用毛皮养殖动物胴体
等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羊肉制品；
进货时未查验 《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 等相关证明文件，未按规定建
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

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生产经营掺
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羊肉及
其制品的；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羊
肉及其制品。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表示，食品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健康幸福，守护好老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是食药执法部
门的天职，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
羊肉，将是他们向全市人民献上一
份满意的春节年礼。广大市民如果
发现可疑的羊肉及其制品，可以及
时拨打12331进行举报投诉，执法人
员将会单独登记，及时受理，逐一
核实，公布结果。

解决九大问题

确保市民吃上放心羊肉
特约记者 孔浩

据 11 月 27 日雅百特(002323)公
告，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拟向陈
义武等 6 位自然人支付现金 2 亿元购
买其持有的深圳市三义建筑系统有限
公司(下称“深圳三义”)剥离部分资产
后的100%股权。收购完成后，深圳三
义将成为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雅百特负责人表示，此次收购主
要是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
策号召，同时基于标的公司海外市场
的丰富资源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决策，
有利于加快雅百特的国际化进程。早
在去年雅百特就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地
铁公交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今年
9月份，公司高管团队又赴巴基斯坦
考察，种种迹象表示，海外市场将是
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

工商资料显示，深圳三义成立于
2004年8月，业务范围包括金属屋面
及围护建筑系统的设计、购销、安装
等，具有“建筑金属屋(墙)面设计与
施工”特级资质。其承建的重点工程
及地标建筑物有包括天津奥林匹克中
心体育场金属屋面、上海世博会上海
企业联合馆……值得一提的是，近年
来深圳三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先后
承接了加纳塔马利及塞康迪体育馆工
程、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冰球馆工
程、马来西亚城市森林项目、哈萨克
斯坦阿斯塔纳商务机场工程项目，哈

萨克斯坦2017年世博会部分场馆屋面
等工程项目。

截至本次并购公告日，深圳三义
在建工程包括马来西亚新山森林城市
一期项目 (合同金额约为 3372 万马
币，折合人民币约为 5105 万元)、哈
萨克斯坦世博会屋面安装项目 (合同
金额约为43.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为278.8万元)，并签署了哈萨克斯坦
候机楼项目、哈萨克斯坦世博会定制
供货项目，上述项目合同将于2016年
实施。此外，深圳三义还收到了各方
发来的合作意向函，涵盖马来西亚新
山森林城市后续二期项目、美国及澳
大利亚等地的工程项目，并与美国建
筑行业专家就建筑产业化及建筑集成
装配式工程领域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并购有利于加快国际化进程
在并购公告中，雅百特表示，本

次收购行为是在保持公司主业正常经
营的前提下，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的政策号召，同时基于标的公司的良
好发展趋势及海外市场的丰富资源等
综合因素做出的决策，预期能够为公
司带来相关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雅百特还称：通过本次收购，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拓展海外市场和境内
外资市场，有助于公司技术实力的提
升，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
的整体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深圳三义
具有丰富的海外工程招投标及施工现

场管理经验。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
三义将与山东雅百特深度整合，加快
雅百特的国际化进程，为客户打造跨
国服务平台。

雅百特停牌收购深圳三义，也是
迈开扩张的第一步。雅百特在做强国
内市场同时，公司更是高瞻远瞩，先
于同行布局海外市场，已中标的巴基
斯坦木耳坦地铁公交项目，合同金额
约2亿元，未来有望迎来更大突破。

金属屋面龙头地位巩固
上述并购只是雅百特产业扩张的

一个缩影。事实上，自今年 8 月 27
日，雅百特完成借壳中联电气后，公
司主营业务变更为以金属屋面系统和
分布式光伏屋面系统为主的金属屋
(墙)面围护系统的设计、制作、安装
和服务业务。此后，公司在新管理层
的带领下，在今年三季度迎来业绩转
折点。具体来看，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主要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本报告
期末总资产 7.73 亿元，负债 3.23 亿
元，所有者权益 4.5 亿元，营业收入
5.12亿元，净利润1.45亿元。2015年
1至10 月已缴纳入库税款7477 万元，
其中国税7191万元，地税286万元。

对于业绩大幅增加的原因，山东
雅百特表示主要是公司高速发展，不
断拓展业务所致。26日晚间，雅百特
再公布一则重大利好消息。山东雅百
特及联合投标人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二
号航站楼屋面工程(1标段)标准施工合
同》，合同金额约为 1.98 亿，雅百特
表示，该合同为公司截至目前最大金
额的施工合同，该合同的取得意味着
公司的技术水平和整体实力得到了行
业内的一致认可，进一步提高了公司
在高端市场的知名度和施工经验，本
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15年、2016
年度业绩的持续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业绩不断增长的雅百特还获得了
中央汇金公司的青睐。三季报显示，
中央汇金公司持有公司 138.11 万股，
位列第九大股东。近期，公司多次获
机构调研。申万宏源研报认为，雅百
特是首家以金属屋面围护系统为主业
上市的公司，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评选出的2014年金属屋面十强企业
中排名居首。公司承诺15-17年实现
净利润不低于2.55亿、3.61亿和4.76
亿，增速分别为 141%、42%和 32%，
目前在手订单足以支撑15年11.5亿的
收入目标。

华丽登台上市，大步向前越正当
时。走出国门，迎接碧海蓝天。雅百
特借壳上市已经完成，下一步重心将
是借力资本平台实现公司规模快速做
大最强，成为行业绝对龙头。本次停
牌拟以2亿现金收购深圳三义建筑系
统有限公司，也是迈开扩张的第一步。

实力派激活海外市场
山东雅百特拟2亿元并购深圳三义加快推进海外市场布局

○邢然 于文娟

□记者 郭丹
本报讯 12月7日，区政协机关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第三专题（严以用权）集中学习研讨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杨继英，副主席孙永海、王衍山、李吉玲出席会议，副主任程春
河、郑遵法列席。

会上，李吉玲领学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部分篇目；围
绕“严以用权”这一专题，孙永海、王衍山分别作了重点专题发
言，交流了学习体会。

就开展好区政协机关“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杨继英要
求，要严以用权，政协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心中有党、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履职的根本
原则，提升政治忠诚度，着力夯实思想认同，维护区委的权威、
支持政府工作；要爱民敬民、亲民为民、取信于民，始终做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履职中要紧紧
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民生而谋、为
民生而呼、为民生而为，弘扬“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宗旨；要时
刻牢记肩负使命，始终做到兢兢业业、勤勉干事、敢于负责、勇
于担当，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慎、行有所止、清廉自守，时刻牢
记修身律己，始终做到严格自我要求，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得住心
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带动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形成
风清气正、心齐事成的良好氛围。

区政协机关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第三专题
（严以用权）集中学习研讨会

□记者 任颖
本报讯 12月8日，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在区人大四楼会议室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真海，副主任胡
方忠、胡乐华、刘堪林、周爱国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邵士官，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勇，副区长戴维国，区法院
院长种法举，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志强列席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真海主持，会议听取了邵士官所做的关
于提请任免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职务的议案；高志勇所作的关于
全区2015年20件惠民实事工程建设情况和全区商贸流通业发展
情况的报告；戴维国所作的关于全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情况
的报告；区财政局负责人所作的关于市中区2015年公共财政预
算调整的报告；徐刚、张宗辉所做的供职报告；市人大代表所作
的述职报告。

随后，在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上对以上报告进行了审议。审
议认为，关于全区2015年20件惠民实事工程建设，区政府坚持
把惠民实事工程建设作为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头等大事来抓，明确
目标，靠实责任，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区20件惠民实事工
程建设总体进展顺利；关于全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区政府按
照建设“全市商业中心区”的发展定位，以推进“购在市中”建
设为抓手，抢抓政策机遇，强化载体培育，全区商贸流通业呈现
稳步健康发展态势；关于全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区政府把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全力
以赴，不断严明责任举措，加大地质环境修复和治理开采力度，
努力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和矿山环境保护相互促进，推动全区的民
生发展、绿色发展。同时，对以上审议事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提出了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由刘堪林主持，会上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市中区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调整；会上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
过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刘勇、刘全义辞去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任命徐刚、张宗辉为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以投票方式票决市人大代表所作的述职报
告。

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报道
本报讯 12月8日，省商务厅外贸处处长臧耀刚，山东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处处长孙明钊带领考核验收组来我区考核验
收省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邵士官，副区长王凤堂陪同。

考核验收组一行先后查看了我区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心、税郭镇农安办、区农资配
送中心、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随后在区招待所二
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观看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专题片，听取我区创建工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围绕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我区大力实施种植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
规模化、产业化，着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区规模以上农业企业发展到89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达到379家，创建国家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品
牌41个。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和档次在全市领先，其中，冠宇农
业公司年产食用菌1.2万余吨，年销售收入1.4亿元；山东兄弟食
品公司产品远销俄罗斯、加纳、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臧耀刚、孙明钊在座谈中对我区在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创建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区各项工作开展
的扎实有效，特别是整合利用辖区枣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服
务中心和杨宁集团农产品检测中心，完善了我区出口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控评估预警体系。对我区下一步工作，臧耀刚、孙明钊要
求，要加强人员培训，健全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评估预警六
大体系；要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要继续推进农业生产
标准化建设，促进优势产业向适度规模经营和优势产区集聚，实
现生产标准化、产品优质化，让农民群众真正得到效益。

省考核验收组来我区
考核验收省级出口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