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犊崮林场 5650个/cm3

古石榴园森林公园 3110个/cm3

徐庄林场 4925个/cm3 杨峪森林公园 3290个/cm3

运河湿地公园 2100个/cm3 木石林场 4235个/cm3

龟山森林公园 3518个/cm3

市林业局办公院 1120个/cm3

枣庄市林业局2017年7月7日发布

枣庄市重点林区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枣庄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进展情况通报
(截至2017年7月5日）

单位：个、万元

山亭区

滕州市

市中区

台儿庄区

薛城区

峄城区

高新区

项目下达情况

数量

16

15

9

5

10

10

2

金额

7899.47

9919.29

35809.29

4313.1

8632.994

10680.7

1500

资金拨付情况

新增拨付

0

160

250

0

0

0

0

总拨付率

60.99%

51.70%

45.15%

44.98%

42.58%

40.92%

40.18%

施工验收情况

施工(含新开工)

5

6

5

3

7

4

1

完工（含待验收）

11

9

3

2

3

4

1

总体
进展

较好

较好

较慢

较慢

较慢

迟缓

迟缓

区（市）

考核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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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阴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偏南风3～4级，气温24～30℃（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7月6日8时至7月6日20时，全市平均降水量55.1毫
米，台儿庄区41毫米，峄城区58毫米，市中区59毫米，薛城区
51毫米，山亭区45毫米，滕州市64毫米，最大点滕州大坞为
104毫米。

市水文局6日发布

全市雨情

滕州讯 今年以来，滕州
市纪委树牢“四个意识”，坚
持挺纪在前，聚焦主责主业，
不 断 压 实 责 任 、 纠 正 “ 四
风”，进一步形成并保持了惩
治腐败高压态势。

着力压实“两个责任”。
协助市委制定落实两个责任的
意见、“责任清单”和责任追
究办法，逐级签订了责任书，
市党政班子成员向市纪委全委
会述廉述责，市纪委常委与镇
街、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廉政谈
话。严格执行“一案双查”，
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对 39
名 党 员 干 部 实 施 了 责 任 追
究。

持续深化纠正“四风”。
紧盯节假日、升学期、换届时
等关键节点，节前，及时制定
工作方案，下发通知，重申纪
律；节日期间，以集中检查、
专项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组
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节后，
通报曝光典型问题，强化震
慑。今年以来，共开展明察暗
访 16 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 15 起，给予党政纪

处分 16 人，下发通报 4 期，
对 11 起典型问题进行了公开
曝光。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
败。实践“四种形态”，落实
抓早抓小，注重安全办案。截
至目前，共受理各类信访举
306 件，处置问题线索 181
件，立案140件，开展函询谈
话 4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 93
人；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 39 起，给予
党政纪处分45人。

营造挺纪在前浓厚氛围。
建立健全了值班、考勤、公务
接待、车辆管理、廉洁自律等
制度，并汇编成册，定期组织
学习。同时，派出督查组定
期、不定期对市直单位、镇街
执行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情况开
展监督检查。目前，已开展督
查活动2次。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了党规党纪专题学习教育和
集中测试，全市开展警示教育
100余场次，组织党纪条规集
中宣讲 33 场次，受教育党员
干部1万余人。

（滕纪宣）

滕州正风肃纪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薛城讯 连日来，薛
城区针对乱贴乱画、乱泼乱
倒、乱扯乱挂、乱搭乱建、乱
停乱放等城市“十大顽疾”持
续进行强力整治，全面打响创
卫迎检攻坚战。截至目前，该
区共出动执法人员 80 余人

次，执法车辆 10 余辆，取缔
露天烧烤 20 余家，清理店外
店800余处、流动摊点400余
个，拆除乱搭棚厦、遮阳伞
670余个，拆除沿线灯杆广告
200余块，拆除双门头、小耳
朵广告、LED 小广告等违规

门头牌匾900余个，查处非法
营运三轮车 30 余辆，施划机
动车停车位620个，粉刷破损
墙面 8000 余平方米，清理野
广告 35000 余处，拆除违法
建设 20 余万平方米，市容秩
序大为改观。

该区建立了“城管微信
工作群”，运用数字化、智
能化手段加强督查考核。在
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网格化
城市管理模式，制作市容管
理 网 格 化 分 布 图 ， 落 实 定

人、定岗、定时、定标、定
责 “ 五 定 ” 网 格 包 保 责 任
制。强化网格化作业管理、
差异化重点管理、精确化监
控管理，对管理区域实行全
方位、全覆盖实时监控，着
力打造智慧城管，破解管理
难题，使城市管理受理由被
动应诉向主动发现转变。

在日常巡查的同时，该区
加强“早、中、晚”错时执
法，着力对占道经营、露天烧
烤、餐饮油烟、渣土抛洒等影

响市容市貌的违法违规行为
“露头就清、回潮就治”，扩大
执法覆盖面，消除执法盲区。
按照“减量、规范、美观”的
要求，清理整治户外广告、门
头牌匾，实行“有奖举报”制
度，严厉打击乱贴乱画“野广
告”行为，强化“呼、抓、
奖、包、清、疏”六项措施治
理乱贴乱画，清理橱窗字号，
美化沿街建筑立面。加强部门
联动，依法拆除各类乱搭乱
建，强化对背街小巷、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监控，
切实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
止、及时处理”，提高违法建
设处结率。

（记 者 姜爱民 通 讯
员 张会 颜亚婷）

薛城全面打响创卫迎检攻坚战

7月6日，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举办《中外战地记者眼中的台儿庄大战》专题展，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期
间，共展出100余幅战地记者现场拍摄的珍贵照片，其中有50幅为首次展出。

图为战地记者范长江之子范苏苏（左）、陆诒之子陆良年（中）在参观专题展。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张严新 摄）

《中外战地记者眼中的台儿庄大战》开展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支持重点流
域水污染防治，截至目前，我市
8条省控河流断面水质全部稳
定达到Ⅲ类水质标准，提前完
成消除劣五类水体省定任务。

我市进一步深化“治用保”
体系建设，着力打造水污染防
治新亮点，形成了水污染防治
枣庄模式。安排 5900 万元对
淮河流域及南水北调沿线重点
流域治理，重点支持河道底泥
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投入
26172 万元，扎实做好南四湖
江河湖泊生态试点工作，强化
资金、项目监管，确保按期完成

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同时安排
2112 万元对淮河流域及南水
北调沿线重点流域治理，重点
支持峄城沙河、北沙河、韩庄运
河控制单元项目治理。

同时安排 2000 万元用于
支持水源地保护项目，将水源
一级保护区全部隔离，分别在
取水口、一级保护区内安装视
频监控，并与水厂和环保部门
的监控平台联网，先后清理取
缔水源保护区内畜禽养殖场户
800 余户，关闭拆除了 4 家排
水企业，累计清理网箱近10万
架，有效改善了库区水质。

（记者 王立雪）

我市加大资金强化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本报讯 记者从省安监局
获悉，截至7月2日，在化工
产业安全隐患“大快严”紧急
行动中，全省已有 44 家企业
因安全隐患被责令暂时停产停
业，我市4家企业赫然在列。

据 了 解 ， 自 6 月 27 日
起，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对全
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
用、经营企业开展为期 20 天
的专项执法检查。截至 7 月 2
日，派出检查小组共检查企业
113 家，发现问题 2251 项。
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109

项，当场整改问题 93 项，限
期整改问题2068项，拟立案处
罚企业92家，拟立案违法行为
470 项，当场简易处罚 11 项，
下达执法文书209份，责令44
家化工企业（罐区、装置）暂时
停产停业。此次检查涉及我市
暂时停产停业的4家企业分别
为：枣庄永利化工有限公司、枣
庄市中科化学有限公司、枣庄
市泰和燃油有限公司和枣庄市
美辰化工有限公司。

目前，执法检查正在进行
中。 （记者 刘明）

4家企业被责令暂时停产停业

市中讯 每到周五下
午，在市中区君山路、文化
路、光明路等主干道，总会
看到几个红色身影出现在斑
马线附近。他们手持“请勿
闯红灯、越线停车”标识的
红色劝导牌，时刻提醒着过
往的行人和车辆。这是市中
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文明出
行志愿劝导活动的场景。

为深入推进城乡环境提
升暨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工
作，巩固省级文明区创建成
果，切实改善公共秩序和公
共环境。近期，市中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了文明出行专项
行动。文明出行志愿劝导活
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
据了解，市中目前重点

整治闯红灯、车窗抛物、越
线停车等普遍存在、严重影
响交通出行秩序的不文明行
为，结合正在开展的“文明
城市随手拍”活动，加大对
不文明出行行为的曝光力
度，扩大文明出行参与度。
同时，加大执法查处力度，
集中整治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车窗抛物、乱停乱放等
行为，做到查纠一批、处罚
一批、曝光一批，提升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形成“美丽市中”共建共享
的浓厚氛围。

（王乐天 赵充）

市中开展文明出行专项行动

本报讯 7 月 3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
席李源潮来枣庄调研群团改
革。他指出，要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深化
群团改革，团结带领广大群
众听党话、跟党走，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中央办公厅调研局局长吕
书正参加调研。省委副书记、
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省委副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刘永巨，
省委副秘书长、保密委专职副

主任孟向东；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同道，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峰，市委副书记
梁宪廷，市委常委、秘书长朱
国伟陪同。

在科圣路社区，李源潮
实地察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表扬社区党组织为共青
团、妇联、科协出场地、出
经费、给人员，解决了基层
群团力量薄弱的问题。在滕
州政务服务中心，李源潮详
细了解共青团“1+100”联

系青年制度落实情况，鼓励
团干部把直接联系服务青年
工作做实，突出服务的内容
和实效。在枣期间，李源潮
还考察了联泓新材料和中材
锂膜，希望企业以科技创新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抓住机
遇做大做强。

在随后召开的群团改革
调研座谈会上，李源潮听取
了我市相关群团组织负责人
和基层代表的汇报，并充分
肯定了枣庄经济社会发展和

群团工作。他说，青妇科侨
要增强“四个意识”，带领所
联系群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国梦建功立业。要坚
持党的领导，保持和增强群
团组织和工作的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确保在改革
中把正方向、解决问题、聚
焦基层、重在实效。要加强
基层群团力量，在基层党组
织领导下共建共用基层服务

群众阵地，做到阵地共建、活
动共办，共同服务群众。群团
干部要树立良好群众工作作
风，真正沉到基层一线，直接
联系服务群众。要加快建设
网上群团，积极推进群团组织
和工作的网上改革转型，开展
网上联系、网上服务、网上引
导、网上动员。要落实党建带
群建制度，形成党建带群建、
党群共建的有效机制，推动改
革从上到下落实到基层。

（记者 崔累果）

李源潮来枣庄调研
吕书正参加 王文涛刘永巨孟向东李同道李峰梁宪廷陪同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人
社局获悉，人社部、国务院扶
贫办于近日确定了1465家用
工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
作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其
中，我市山亭区鑫澄俐电子有
限公司、枣庄瑞丰食品有限公

司、枣庄金达莱塑业有限公司
等11家企业入选。

去年以来，我市各级人社
部门坚持就业先行，实施“三
个一批”就业扶贫措施，通过
创建就业“扶贫车间”就地就
近吸纳一批、开展“就业伙伴

结对帮扶”行动转移一批、开
发农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一批，发挥“就业一人、脱贫一
户、带动一片”的效应。我市
还按照一村一品、因地制宜的
要求，多形式创建扶贫车间，
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

致富带头人创办扶贫车间或
扶贫加工点，给予资金奖补，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去年
以来，全市创建扶贫车间 232
个，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3599
人 。（记 者 刘明 通 讯 员
孔维京）

我市11家企业入选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新华社济南 7 月 6 日电
（记者 邵鲁文）记者从山东省
人社厅获悉，山东日前出台的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新规明确，为促进人才
流动、推动“双创”热情，山东高
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
离岗创业可暂不转移养老保
险。

据山东省人社厅职工养老
保险处介绍，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
策，对消除人才流动壁垒、激发
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此次新规出台的思
路是，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
流动的，只转移基本关系，不转
移资金；跨统筹范围流动的，在
转移基本关系的同时，要转移
资金。

对于具有较高水平专业技
术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山东
规定，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保留
人事关系期间，可暂不转移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继续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和职业年金，缴
费基数参照原单位在岗同类人
员的标准和办法核定。

山东省人社厅相关人士表
示，这项规定解除了离岗创业
人员的后顾之忧，可以让这部
分科研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创
业事业中去，进一步激发科研
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

新规还规定，对离开机关
事业单位（正式调动或辞职、辞
退）的人员，为保障这部分人员
的养老保险权益，激励相关人
员离岗创业，原单位将按规定
给予一定的职业年金补偿。参
保人员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动到
企业参保的，其缴费指数将与
现行企业参保人员一致。

山东：科研人员离岗创业
可暂不转移养老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