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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天气小到中雨转多云，西北风转西风3~4级，气温15～26℃。（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抱犊崮林场 5300个/cm3 古石榴园森林公园 2295个/cm3

鸡冠崮林场 4902个/cm3 杨峪森林公园 2350个/cm3

运河湿地公园 1780个/cm3 红荷湿地公园 1894个/cm3

龟山森林公园 2835个/cm3 市林业局办公院 1105个/cm3

枣庄市林业局2017年4月14日发布

枣庄市重点林区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近日，市治超办督查组对照《枣庄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考核细则》，对各区（市）3月份治超工作进行了考核打分并排名，
现予公布：

全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3月份考核排名公示

枣庄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市）

市中区

峄城区

滕州市

台儿庄区

山亭区

薛城区

考核得分

974

970

967

962

959

955

名次

1

2

3

4

5

6

“围绕民意走，围绕民需
做，围绕民心动，做好民生工
作，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近年来，
峄城区委、区政府以增强群众
的幸福感为核心，把改善民生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一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相继竣工，许多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一
大批困难群体的生活得到改
善，榴乡大地一幅民生新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改善条件
绘出美好生活画卷

“以前这里房屋破旧，菜
市场霸占了整条路，到处是垃
圾，一到夏天蚊子苍蝇满天
飞。”谈起城区以前的凤凰东
路，住在附近的孙静直摇头。

群众的需求就是努力的方向，
该区投资1.2亿元实施了凤凰
片区改造工程，就近新建了占
地达 15 亩的农贸市场，解决
了 30 多年的马路市场带来的
道路拥挤问题。

峄城区先后实施了孔村、
凤鸣山庄、牌坊街等棚改片区
23 个 ， 共 改 造 棚 户 区 居 民
10993 户、征收房屋 140.21
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回迁安置
房 8692 套、97.95 万平方米。
投资 2.13 亿元，实施了郯薛
路东段、沂台路、枣台路的大
中修等8项交通工程建设。目
前 ， 全 区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1275.9公里，公路密度201公
里/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
程和密度均居全市第二，每万
人拥有公路 34.2 公里，居全

市第一。
去年以来，这个区投入资

金 7200 余万元，实施了城区
道路升级改造等 10 多项市政
工程，城区新增各类绿地面积
27.1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到36.2%，成功创建了国家级
园林城市。对150家违规企业
进行拆除，环保力量得到进一
步加强，全区空气质量逐步改
善。

健全体系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这里不光环境好，生活
照料也非常周到，住在这里和
在家里一样。”说起住进仙坛
公寓的感受，李德汉老人笑呵
呵地说。公寓总投资 2000 多
万元，建筑面积 9000 平方
米，共有床位228张。从无障

碍安全扶手、防滑地面、加宽
走廊，到人性化智能电梯、房
间一键呼叫系统，无处不体现
出对老年人的细致照料。

在 峄 城 ， 以 养 老 、 失
业、医疗等为主的社会保险
体系初步形成，解决了困难
群众的后顾之忧。全面建成
了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起
了 保 障 特 困 群 众 的 兜 底 制
度，实现了城乡低保、五保
供养对象动态管理下的应保
尽保。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连续提高城乡低保、
五保供养保障标准，年增幅
均在 10%以上。在全省率先
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启动实

施了失地农民、灵活就业人
员养老保险制度。

精准扶贫
普惠阳光温暖乡村
这个区将扶贫开发作为

第一民生工程，走出了一条
符合峄城实际的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之路。据统计，2016
年，区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
长率将达到29.5%，实现脱贫
1.3 万人，圆满完成年度脱贫
任务目标。

2016年，峄城区已先后拨
付镇（街）各级扶贫专项资金
5154.65 万元，整合区直行业
部门扶贫资金1806.3万元，协
调金融部门投放扶贫贷款217
万元，在 330 个村落实扶贫产
业项目 344 个，惠及全区所有
贫困人口。 （下转第二版）

榴乡大地绘出民生新画卷
——峄城致力民生工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纪实

赵峰

本报讯 为推动创业就
业，我市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和
补贴扶持力度，去年截至目
前，发放贷款 2.21 亿元，直
接扶持 1456 人创业，带动就
业10393人。

2016 年以来，我市对创
业兑现担保贴息 982.76 万
元，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岗
位开发补贴 149 人，补贴资
金 129.8 万元，为万众创业
助了一臂之力。

我市还强化创业大学在创
业培训中的主体作用，将一区

（市） 创建一所创业学院列入
政府惠民实事，纳入市政府月
度调度范围。目前，区 （市）
创业学院已全部组建到位并开
始运行，全市开办各类创业培
训班 71 期次，培训 5313 人。
同时，举办了以“扬帆起航、
赢在创大”为主题的第一届创
业项目推介会暨管理人才岗位
对接洽谈会和第三届创业电视
大赛，在社会上营造了良好的
创业氛围。

（记 者 张孝平 通 讯
员 郭金鹏）

我市发放创业贷款2.21亿元
直接扶持1456人创业

薛城讯 近年来，薛城区
大力实施全民就业创业常态化
援助行动，通过创业政策援
助、创业资金援助、创业场地
援助、创业能力提升援助、创
业项目援助，新增创业人数不
断增加。截至去年底，已扶持
创业带头人 3700 多人，带动
就业6.8万人，连续五年年均
新增1.12万就业“饭碗”。

为促进城乡贫困人员就业
创业，薛城区从提升基层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能力入手，依托

“创业型社区”和“四型就业
社区”创建，在每个村居建立
一个“就业驿站”，通过送政
策、送岗位、送培训、送项目
进镇街、进社区和“进村入户
大走访”活动，通过微博、微
信公众号等，集中推送就业援
助政策措施、岗位信息及办理
程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及
时了解政策、得到帮扶。去年
累计为贫困人员解决就业岗位
326个，落实“4050”申报社
会保险补贴611人，发放创业

贷款 1104 万元，扶持 134 人
成功创业，带动就业 600 余
人。其中，龙潭、东丁2个社
区获评省级创业型社区，香江
等3个社区入选“省级四型就
业社区”。

据了解，今年举办的春风
行动以保障民生、援企稳岗为
主题，主要依托村居服务机
构、社会组织及辖区企业，对
符合认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
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去产
能中失业人员以及长期停产停
工企业职工、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劳动力这5类群体进行
重点援助，对有就业愿望、有
培训意愿或者有创业要求的将
进行分类帮扶。

该区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援助放在首位，鼓励引
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就
业。去年先后组织开展了“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高校
毕业生网络招聘月”等活动；
组团参加了北京中关村海内外
人才招聘会、烟台人力资本论
坛、全省（德州）高端人才交
流大会，为辖区企事业单位引
进高端人才搭建线上、线下交
流平台，提供就业（创业）政
策咨询、人事代理、就业指
导、就业见习、人才派遣等一
条龙服务，成功推荐160名毕
业生参加就业见习，160名毕
业生成功创业；高校毕业生报
到服务率达到100%，就业率
达到 92%，实名登记率达到
97.6%。其中，引进的海外高

端人才魏凯成功创办了“优悦
纳米新材料公司”，被评为

“枣庄英才”，并获得100万元
的创新奖励资金。

该区在全市率先成立了
薛城创业学院，在区内各创
业园区均设立了创业综合服
务中心，在区、镇两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大
厅设立了创业服务窗口，为
创业人员提供一站式创业服
务，累计培训各类创业培训
16 期，培训创业人员 700 多
名。不断完善小额担保贷款
政策，去年发放一次创业补
贴 11 人次，创业担保贷款
1100 多万元，新增创业实体
2420 余个。创业园区累计为
创业企业减免创业场地租金

和水电费 1000 余万元，入驻
企业创业成功率达到了 90%
以上。

该区还积极落实降低失
业保险费率和发放社会保险补
贴和援企稳岗补贴政策，为
45 家符合援企稳岗条件的企
业发放稳岗补贴资金 72 万余
元，确保了享受补贴企业不裁
员、职工不失业。同时，围
绕 推 动 援 助 工 作 常 态 化 开
展，引导社会企业参与，发
挥电商、分享经济、人力资
源服务等企业资源优势，积
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创业
创新。截至目前，该区聚集
总部型企业达318家，电商平
台发展到 14 个，涌现电商业
户1468家。 （万照广）

就业创业援助常态化

薛城年增万余就业“饭碗”

本报讯 笔者从青岛海关
枣庄办事处获悉，自4月1日
起 ， 2017 年 度 进 出 口 企 业

《报关单位注册信息年度报
告》（简称 《年度报告》） 申
报工作开始，根据规定，我市
进出口企业应当在 6 月 30 日
前向注册地海关报送《年度报
告》。超过30日未报送《年度
报告》的，将不再接受其办理
海关业务。

此次 《年度报告》 报送，
采取企业自行报送和委托报送
方式进行。企业自行报送的，
需要使用本企业电子口岸卡登

陆“关企合作平台”，在线填
写《年度报告》相关信息，审
核无误后，向海关报送《年度
报告》电子数据。企业委托报
送的，需要委托预录入机构，
由预录入机构通过电子口岸系
统，在线填写《年度报告》相
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向海关
报送《年度报告》电子数据。

《年度报告》 要求，企业
应当在 6 月 30 日前向海关报

送 《年度报告》；企业 《年度
报告》中的“关键信息”与海
关注册信息不符的，系统自动
退回，企业应向注册地海关提
交注册信息变更申请材料，办
理注册信息变更手续，待注册
信息变更手续办结后，重新向
海关报送《年度报告》。

海关提醒广大进出口企
业，超过 30 日未报送 《年度
报告》的，海关不再接受其办

理海关业务，海关通过系统自
动对该企业进行通关锁定。企
业补报《年度报告》的，应当
向注册地海关提交逾期报送书
面说明材料，经海关约谈企业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海关事务
的高级经理，向企业宣讲海关
的相关政策规定之后，通过系
统进行人工确认，解除通关锁
定，恢复接受其办理海关业
务。 （孙淑雅）

2017年度进出口企业年报开始申报

滕州讯 4 月 1 日下午，
滕州市墨子中学校园内，7 辆
清洁的公交车一字排开停在教
学楼前。放学铃声响起，学生
们走出教室，在值班教师的指
引下有序乘车回家。据介绍，
这是该市推出的“学生定制公
交”服务活动，可以直通各个公
交站点。不仅方便了学生上下
学坐车，还消除了学生们乘坐

“黑校车”存在的安全隐患。
长期以来，滕州城区学校

集中，学生的出行问题，一直
是困扰着教育和交通等相关部
门的大难题。特别是在每周五
放学和节假日学生离校等时间
段，成百上千学生同时涌出，
公交车拥挤不堪。学生们为早
点回家，只能步行或搭乘“黑
车”，极易给学生人身财产安
全带来安全隐患。

为保障学生安全出行，今

年滕州市教育部门全面调查摸
底、反复研究论证、广泛征求
意见，多次与公交公司进行协
调，决定开通“定制公交”，
即由公交公司每周五集中投入
营运公交车辆，开通从校园至
各中转换乘车站班车。现在，
滕州市公交公司每周五调配
120 多辆车，分赴育才中学、
至善中学、实验高中、墨子中
学和枣庄职业技术学院等院
校，开通长途站、客运西站、
火车站和伦达客运站直达师生
专车，300多个班次能够及时
快捷运送学生 16000 多人。

“定制公交”有专门的车队管
理人员上门接送、维持秩序，
引流分车，一站式到达为广大
师生提供了安全便捷的乘车条
件，极大缓解了城区的交通压
力，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和好评。 （胡乐彪）

滕州“定制公交”截住“黑校车”

4月15日，市卫计委组织10余家医疗单位60多名医务人员，在市人民公园举行“健康中国行·合理膳食”集中宣传活
动，旨在倡导合理饮食，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同时，还为居民义诊，并免费发放健康资料。 （记者 甄宗奎 摄）

健康中国行·合理膳食

本报讯 4 月 14 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新起率领省
人大视察组，来我市调研法院
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
况。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城环
委主任委员刘长允，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城环委副主任委员
刘俭朴、张传亭，省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王守涛参加活动。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同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峰，
市委常委、秘书长朱国伟，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学，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于良，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丙干，
市法院院长孙英分别陪同。

在我市期间，张新起一行
实地查看了薛城法院，滕州姜
屯法庭、滕州法院现场，并召开
座谈会，听取我市相关工作情
况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张新起指
出，近年来，枣庄市认真贯彻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强协
调调度，形成了党委统一领

导、人大有力监督、各部门大
力支持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
大格局。解决法院执行难工
作，事关民生的重大关切，事
关公平正义的底线，事关依法
治国战略的实现。在下步工作
中，要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
作：一要提高认识，不断增强
做好解决法院执行难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
求上来。二要坚持问题导向，
重点解决法院执行难工作中突
出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涉及民
生案件、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
响案件、重大历史遗留案件的
执行难问题。三要密切配合，
努力形成做好解决法院执行难
问题的强大合力。四要加强制
度建设，进一步提升解决执行
难工作的水平，为我省今年年
底前基本解决执行难打牢基
础，用实际行动为平安山东和
法治山东建设作出应有的贡
献。 （记者 崔累果）

张新起来我市调研
李同道李峰分别陪同

新华社北京 4月 16 日
电 （记者 樊曦）全国铁路
16日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
25.5 对。运行图调整后，全
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
3615对。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调图后，客流饱满区段
出行压力进一步缓解。为更
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
求，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运
力资源配置，扩大沪昆高铁、
杭深线、南广、贵广、宁蓉、京
广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
增开动车组列车 25.5 对，并
安排 37 对现有动车组列车
重联或大编组运行。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增
开白天高铁动卧列车改善旅
客出行体验。主动对接市场
需求，挖掘高铁运输能力，对
动卧列车开行方案进行了优
化，增开部分白天动卧列车，
努力改善中长途旅客的旅行
体验。

此外，部分旅客列车开
行区段进一步优化。铁路部
门共安排旅客列车变更运行
区段 27.5 对。如昆明南-广
州南、郑州东-广州南各 1
对列车延长至珠海始发和终
到。

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时刻
进一步压缩。铁路部门加强
运输组织，提高了部分旅客
列车旅行速度，如成都-福州
K390/1 次旅行时间压缩 5
小 时 49 分 钟 ；杭 州 - 成 都
K1271/4 次旅行时间压缩 4
小时8分钟。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
客如需进一步了解列车开行
服务资讯，可登录中国铁路
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及
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
关注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
合理安排行程。

全国铁路实行
新的列车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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