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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记者来到薛城
区沙沟镇沙沟西村“户户通”施
工现场，只见施工人员正在铺
设下水道管网、整理路基，准备
对路面进行硬化，已修好的水
泥路又宽又厚，标准高、质量
好。村民丁成涛高兴地告诉记
者：“原来的路忒孬了，自从水
泥路修到家门口后，出门再也
不用蹅泥了，‘户户通’方便了
群众，给村民带来了幸福。”村
支部书记姬磊说：“第一书记来
村后，走村入户，了解到村民行
路难，多方筹资为村民修路，加
上全市实施‘户户通’工程，我
们加快修路进度，22公里的村
内道路已修15公里，到5月底
全部完工，再进行绿化、亮化、
美化，让村民生活在整洁、优美

的环境中，提升村民幸福感和
满意度。”

据了解，薛城区2015年开
始，就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农
村道路“户户通”工程建设，并
严格建设程序，严把工程质量，
严格资金管理，倾力把“户户
通”建成“百姓工程”、“满意工
程”、“放心工程”。截至去年
底，该区共投资 4600 余万元，
建设村内道路86万平方米，有
119 个自然村实现“户户通”。
今年，该区又掀起一轮道路建
设的高潮。截至 4 月份，该区
已完成投资1800余万元，修建
村内道路 33 万平方米，新增
50个自然村实现“户户通”。

随后，记者又来到山亭区
冯卯镇张山空村，这是一个典

型的山村，村庄房屋按山体走
势由高往底整齐排列，一条条
新修好的村内道路纵横交错、
干净整洁。该村支部书记王科
东告诉记者：“村里原来都是泥
路，一下雨，路粘得都拔不动
脚，由于是山坡，下雨冲得路上
都是沟，村民无法出门。在区、
镇和交通局各级的支持下，今
年4月初村内8公里的道路全
部修完，村民出门可方便了，直
夸党的政策好。”

该区交通局负责人对记者
说：“我区把农村道路‘户户通’
工程，作为提升农村道路交通
功能、改善农村群众人居环境
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结合山
区精准扶贫和打造美丽乡村建
设积极推进实施。现已对全区

780多个自然村进行了调查摸
底，积极制定政策，破解资金制
约瓶颈，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由区、镇街两级财政补贴50%
资金，村承担 50%资金建设。
目前，全区实现了所有自然村

‘村村通’硬化道路，达到‘户户
通’标准的村已占20%左右。”

今年以来，我市把“户户
通”作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实现精准精细扶
贫、让农民拥有更多获得感的
重要举措来抓，年初下发了

《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
施意见》，明确了实施村内道
路建设，改善道路交通功能，
将村庄道路硬化由“村村通”
实现“户户通”的任务目标。
我 市 共 有 村 内 需 硬 化 道 路

7000多公里，计划到2018年
底前完成全市所有自然村村内
道路硬化，2020 年底前所有
自然村实现村内“户户通”全
覆盖。目前，全市“户户通”
建设开局良好。薛城区已完成
常庄镇农村道路“户户通”建
设任务，其他六个镇 （街）
40 个自然村正在进行“户户
通”道路施工；山亭区出台了实
施方案、奖补和考核办法，城头
镇已经开始实施“户户通”建
设；市中区计划将村级道路网
化工程和“户户通”工程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滕州市、峄城区、
台儿庄区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
经就绪，其中，峄城区、台儿庄
区还分别规划了20到30个村
进行“户户通”示范建设。

“幸福路”修到村民家门口
——全市农村道路“户户通”工程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姜爱民

今夜到明天全市天气阴转晴，南风2～3级，气温11～24℃。（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本报讯 5月底，我市将
迎来省级创卫暗访，创建国家
卫生城工作到了关键时刻。记
者从5月3日召开的全市第三
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会议
了解到，针对目前我市在创卫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议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务必要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瞪起眼、绷紧
弦，集中精力破解重点难点问
题。

去年6月份，我市正式启
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近
一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但当前，我市距离创卫的
标 准 要 求 还 有 很 大 差 距 ，

“脏、乱、差”等重点难点问
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在老旧
小区、背街小巷、城中村、城
乡结合部尤为突出。主要表现
为垃圾多、土多、灰尘多；乱
堆乱放、乱贴乱画、乱搭乱
建、乱停乱靠、乱扔乱倒；城
市基础设施陈旧档次低、道路
破损严重坑洼不平、绿化带缺
苗断垄、路沿石参差不齐、老

旧小区残垣断壁、裸露土地随
处可见。

创卫工作中的另一大问题
就是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缓
慢。农贸市场改造才刚刚开
始，全市共有13个规模化的农
贸市场，目前均不达标。旱厕
拆除任务还没完成，全市还有
159 个旱厕没有拆除，需要建
设 33 座垃圾中转站和 110 个
标准化公厕，各区虽然制定了
建设计划，但工程进度十分缓
慢。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的整治
没有全面铺开，全市共有66个
城中村、109 个老旧小区需要

整治、改造，但目前只有一小部
分实施了整治和改造。

同时，全市“八小”行业
整治效果有待提高。食品小加
工店、小熟食店、小饭店、小
网吧、小旅馆、小歌舞厅、小
浴池、小美发店等“八小行
业”，只有不足一半的经营户
达到行业管理规范，索证、消
毒、通风等制度不落实情况仍
然普遍。大多数经营场所缺乏
卫生消毒、除“四害”设施，
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会议要
求，要狠抓“脏、乱、差”问

题整治。首先是治“脏”，要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清除道路旁
边、绿化带、人行道、老旧小
区、河道等重点部位的垃圾；
完善日常保洁长效机制，做到
垃圾日产日清、不过夜。其次
是治“乱”，城管部门要科学
划定停车位，交警等执法要加
大执法监督力度，下功夫治理
乱停乱放；对各条街道巷口、
城中村、居民小区等处的乱搭
乱建，要坚决予以拆除；要采
取疏堵结合治理乱摆摊乱设
点，能进市场、店面的进市
场、店面， (下转A2版）

创卫有差距 整改须攻坚

我市重拳出击整治“脏乱差”

本报山亭讯 5 月 6 日，山
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鲁南分
中心在山亭揭牌，标志着覆盖
鲁南地区首个国有产权交易平
台正式投入运营。

山东省公共资源（国有产
权）交易中心鲁南分中心发起
人之一为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成立于2003年，是省政府批准
指定的、国务院国资委备案认
可的、全省唯一企业国有产权
交易机构，现在济南、烟台、潍
坊、济宁、菏泽、滨州设立了 6
家办事处和蓝色经济区交易中
心、黄三角产权交易中心、山东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海洋产权
交易中心等五家分支机构，引
领带动发展咨询、经纪、清算等
中介服务企业 300 余家，从业
人员 2000 多人，与全国 60 余
家产权交易机构及 1000 多家
专业投资机构建立了信息链

接，形成了覆盖全国、辐射世界
的交易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
截至2015年，交易中心累计受
理各类交易项目8072宗，交易
额6047亿元。

山东省公共资源（国有产
权）交易中心鲁南分中心将作
为市场平台和信息服务机构，
利用省中心成熟的市场网络、
商业模式及信息平台优势，嫁
接山亭区政府各类公共资源、
要素资源，开拓崭新的资本市
场，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
康发展。分中心将开展国有产
权交易、涉诉资产交易、行政事
业资产和金融资产交易、农村
各类产权的评估流转、公共资
源的市场化配置、政府采购、工
程建设招投标等业务，开拓崭
新的资本市场，为当地的招商
引资、城市转型、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助力。（记者 张运永）

鲁南地区首个国有产权交易平台运营

本报薛城讯 今年以
来，薛城区不断加强大气污
染防治力度，坚持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防治结合，全面筑
牢大气污染“防火墙”。

该区加大对现有污染源
的监管力度。组织环保监察
执法人员采取定期巡查、抽
查和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
式，对电力、造纸、化工的重
点企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对企业锅炉的除尘设施
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确
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
对污染点源，发现一起、治理
一起，确保大气污染防治设
施有效运行。

开展各类环保专项整治
行动，专项整治工业废气、城
市扬尘、餐饮业油烟等。切
实加强防护措施，特别是在
扬尘污染防治方面，采取车
辆清洗、密闭运输、原料覆
盖、洒水降尘和临时绿化等
措施，切实消除大气污染
源。

严格执行环评审批，严

控新增污染源。对新建设的
“大气污染型”项目，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

“三同时”制度，对不符合产
业政策的项目坚决不予审
批，对未执行环保“三同时”
制度的新建项目严禁开机生
产，从严控制新增污染源。

加大执法力度，实行联
防联控。联合镇办和各相关
部门，突出工作重点，依法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
理工作。建立“属地管理、
属地负责、条块结合、齐抓
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形
成区域联防联控的大气污染
防治体系，有力地推进了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加大对违法排污企业的
整治力度。采取明查与暗访
相结合，群众举报与主动出
击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对排
污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对污
染防治设施停运、偷排偷
放、超标排污等现象，依法
从重从快予以查处。（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张守泉）

薛城筑牢大气污染“防火墙”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公共
就业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畅通用人单位招聘和劳动者就
业渠道，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
务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引
领作用，持续推进就业工作服
务创新、政策创新和工作评价
机制创新，日前，市人社局印
发 《通知》，在全市实施“千
企万人”公共就业服务促进计
划。

此次“千企万人”公共就
业服务促进计划的目标任务

是，力争到年底前，全市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基层
就业服务平台对接1千家以上
用人单位，实名登记就业创业
1万人以上；新增就业人员就
业创业服务率 90%以上；符
合就业补贴、创业补贴等扶持
政策条件的用人单位和就业人
员政策落实率 80%以上；新
增就业人员就业创业人员接受
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率 70%
以上。

（记者 刘明 通讯员 孔维京）

“千企万人”就业服务促进计划实施

5月9日，BRT联通换乘站内，服务员在耐心解答乘客出行咨询。市公交总公司自2010年8月开通我市第一
条BRT线路以来，以“打造BRT温馨服务品牌,做市民群众满意出行的专职驾驶员”为目标，市民对城市公交的
满意度由原来的75%提高到现在的91.5%。日前，ＢＲＴ线路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马秀标 摄）

BRT线路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本报滕州讯 近日，滕州市
公共自行车二期工程全面完
工，45个站点、1000辆公共自
行车全部投入运营，二期工程
的站点与一期站点对接，基本
实现了区域全覆盖。

该市重新对公共自行车站
点进行了升级改造、施划标线、
扩充车位，二期工程涉及的新
建站点与居民区、客运站、公交
站点、商贸网点、公共场所衔
接，更大限度地方便了市民对
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此次共增
加站点 45 个，加上一期的 47
个，城区目前拥有公共自行车

站点 92 个，新投放了 1000 辆
通体色彩为宝石蓝的公共自行
车，基本解决了“无车可借、无
桩可还”的难题。

据了解，该市自2014 年8
月 23 日正式启用公共自行车
系统以来，已累计借还车辆
3156112 次 ，借 车 时 间 为
930956小时，每辆车使用频次
近 6.5 次/天、平均使用时间为
0.26 小时/次。二期工程投入
运行后，车辆每天借还量达到
了14000次左右，平均每辆车
使用频次达7.9次/天。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姚付林）

滕州新增45个公共自行车站点

据新华社济南5月9日电 （记
者 萧海川）允许学生休学创业，修业
年限最长可延至 8 年；今年 5 所左右
省属高校试点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
别；到2020年，全省本科高校全面推
行学分制……山东近日出台《关于推
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多项改
革措施有了明确时间表。

在 9 日举行的政策解读会上，山
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郭建磊表示，此次
综合改革覆盖高校用人制度、治理结
构、发展模式、师资队伍等 7 个方面。
在改革用人制度上，山东提出实行人
员控制总量备案制。高校可自主确定
教学、科研、教辅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总量，自主公开招聘各类人才。同时
将教职工工资与职责、业绩、贡献及技
术成果等直接挂钩。

面对自身紧缺的专业人才、高层
次人才，高校还可采取考察方式直接
招聘。岗位设置、公开招聘方案及招
聘结果向相关部门报备即可。在职称
制度方面，高校能够统筹使用中初级
专业技术岗位，并根据教师能力与业
绩，自主组织评价、竞聘上岗、按岗聘
用，并颁发证书。

为使专业设置更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山东会对部分学科、专业加以引导
调整。比如今年起实施师范生免费教
育，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增加
工学、农学专业，稳定法学、经济学、管
理学类专业，整合理学、文学、历史学、
哲学、艺术学等专业。实施专业同城
跨校整合，专业优势突出的学校将得
到加强。

山东高等教育改革新政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