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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薛城市民张海红
引起了全市人民的热切关
注，在央视播出的大型政论
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正在凤凰绿道骑行的她
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达 15
秒，她用朴实无华的话语和
矫健骑行的身姿，让全国人
民看到了“人在画中、动静
相宜”的薛城生态之美与骑
行运动之美。

“我在电视上说的都是大
实话，一点也不虚。我从十
六岁就喜欢上了骑车，那时
候都是土路、土山，晴天骑
车一脸土，雨天骑车一身
泥。现在咱薛城环境是越来
越好了，咱的绿道沥青路面
安全、舒适不说，在绿道周
围有山有水有树有草，还能
听鸟语闻花香，心情那是太

舒畅了。”日前，面对记者，
48岁的张海红话语里满满都
是喜悦和自豪之情。

的 确 ， 正 如 张 海 红 所
说，近 50 公里的凤凰绿道、
榴园绿道、青龙绿道和蟠龙
河绿道，像一条条绿色的绸
带盘绕薛城，绿道绿化面积
达5000余亩，种植各类苗木
60 余万株，沿途草木葱茏、
绿树成荫、山清水秀、鸟语
花香，有美丽的自然、人文
景观和历史风貌，这些风景
在骑行中不断更迭，可谓移
步换景、处处皆景。每天，
有许多来自该区及周边区市
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们穿行
在这些绿道中，“绿色骑行”
已悄然成为该区城市文化的
新亮点、生态环保的新时尚。

“单车骑行，既是最容易

普及的健身运动，也是触手
可及的绿色低碳环保行为。
骑行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守
卫头顶的蓝天。目前，我区
自行车运动已呈现快速发展
之势，形成了一种独有的

‘骑行文化’。”薛城区自行车
运动协会主席孙成全告诉记
者。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
利用环城森林绿道和蟠龙河
国家湿地公园、城市森林公
园、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等资
源和地域优势，先后成功举
办了一系列的自行车赛事和
文化活动，让自行车运动真
正融入到老百姓生活当中。
该区连续 3 年举办了“中国
薛城车祖故里自行车邀请
赛”，有5省17地市300名选
手参加，选手们在参加比赛

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枣庄独
具特色的文化魅力；2 次举
办了“鲁南地区青少年单车
爬坡赛”，来自鲁南地区的
10余家俱乐部100多名青少
年选手参加比赛；连续 7 年
组织骑友到造车鼻祖奚仲故
里陶庄镇举行“拜车祖保平
安、祭祀车祖奚仲”活动，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奚仲文
化；以“低碳、绿色、环
保、健康”为主题，举办全
民健身月暨“大行三十年
杯”首届车迷节启动仪式，
来自全省及周边省市地区的
500 余名资深车友参于了本
次活动；组织开展了“纪念
抗战胜利70周年寻访抗战足
迹红色骑行活动”，追寻红色
印记，寻访抗战历史，传播
薛城红色文化和骑行文化。

“淹没在绿树中，什么也
不做，只是透过树叶看着蓝
天，便已是一种享受……”
近日，薛城骑友张力在微信
圈中发了一张躺在单车旁边
的自拍照，引得朋友们纷纷
点赞。做为资深骑友，张力
无比感慨地告诉记者，随着
低碳环保概念深入人心，自
行车骑行备受青睐，这是薛
城人更加注重健康、注重环
保的表现。同时，薛城区良
好的骑车环境和不断加快的
绿色生态建设，极大地推动
了自行车运动的发展。

如今，在薛城的各个角
落，绿色骑行者随处可见，
低碳环保、绿色出行理念已
深入人心，成为生态薛城的
新亮点，成为令人自豪的城
市文化和文明之风。

生态薛城绿色骑行风正浓
本报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王叶蓁

本报讯 8月11日，市政协重
点提案办理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协
机关召开。市政协副主席付廷安
出席并讲话。

付廷安指出，重点提案的内
容大部分涉及到全市中心工作和
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各承办单
位要切实认识到办理好政协提案
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争取支持、推进工作的需要。

付廷安要求，要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担负起责任，进一步加大

重点提案的办理力度，在调查研
究、协调处理、走访协商、建议落
实、审核答复等环节严格把关，确
保办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要抓紧时间，进一步落实提案建
议，对于政协重点提案的办理，今
年能办结的不要等到明年，年内能
落实到位的要全部落实到位。要
分类办理，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措施，加大办理力度，确保取得
成效。要针对提案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整体推进，进
一步提升办理质量。（记者 李鲁）

确保重点提案办理取得实效

本报薛城讯 8 月 10 日，
以“守护交通安全 共治超载超
限”为主题的枣庄市暨薛城区交
通安全和货车超载超限整治行动
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薛城区临
山广场举行。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宋丙干参加了活动。

宋丙干指出，交通安全宣传
是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
容，是动员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
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序与安全
的一项根本措施，是预防交通事
故和减少交通违法行为的有效途
径。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把交通

安全宣传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毫不动摇地坚持综合治理、
依法治理，积极作为，落实责
任，努力开创全民共建共享文明
交通的新局面，以党和人民满意
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
利召开。

当天，参与活动的相关单位
及市民在“守护交通安全 共治
超载超限”横幅上签名，参观交
通安全宣传展板，营造了“治超
治限人人有责、安全交通人人有
为”的良好社会氛围。

（记者 李佼）

守护交通安全 共治超载超限

8月7日，水泉镇板上村农民在山坡采摘花椒。近日，山亭区水泉镇万亩花椒基地椒香浮动，当地农民抓住晴
好天气时机采摘成熟的花椒。近年来，该镇立足山区优势引导辖区农民发展耐旱、耐瘠薄的花椒产业，取得了环
境绿化、农民增收的显著成效。 （刘明祥 摄）

秋到采椒忙
本报讯 8 月 8 日，是第九个

国家“全民健身日”。为了更好地
落实国家全民健身战略，扩大体
育设施服务全民健身的社会影响
力，使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体育
惠民政策，我市于当日上午在市
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了“全民健
身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本次
活动的主题是“健身每一天，喜迎
十九大”。

据了解，为扩大“全民健身

日”的知晓度，提高群众的参与
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
游泳馆等场地设施于“全民健身
日”期间免费向群众开放。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对14岁至69周岁
公民，免费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活
动。同时，市体育局鼓励和支持
其他拥有各类体育设施的单位和
学校免费或优惠开放体育场馆，
吸引更多人群参加健身活动。（记
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冯万里）

我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 为期 3 天的市第九
届运动会行业系统组羽毛球比
赛，日前在我市爱尚羽乒俱乐部
落下帷幕。经过运动员们激烈角
逐，枣矿集团、市教育局、市卫
计委代表队分获团体前三名。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市直各部
门、各行业系统、各大企业的

20 支代表队、126 名运动员参
加，竞赛办法采用国家体育总局
审 定 的 最 新 《羽 毛 球 竞 赛 规
则》，所有比赛均采用三局两胜
制，每局 21 分制。竞赛项目设
男女单打、双打，混合双打和团
体比赛。（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冯万里）

市九运会行业系统组羽毛球比赛落幕

本报天津讯 8 月 3 日，
第十三届全运会现代五项决
赛在天津拉开帷幕。在男子
个人项目的角逐中，代表山
东参加现代五项的两名枣庄
籍选手张琳彬、张宇包揽冠
亚军，实现了我省在该项目
上全运金牌零的突破。

现代五项比赛由击剑、
游泳、马术和跑射联项共五
个项目组成。当天上午，张
琳 彬 在 击 剑 项 目 上 排 名 第
二，稍后进行的游泳项目并
不是张琳彬的强项，张宇则
表现出色。下午先后进行了
马术、跑射联项的比赛。马
术项目结束后，张宇总分在
36 名选手中位列第 2，张琳
彬则位列第 7。最后一项跑
射联项是山东队的长项，张
琳彬、张宇后来居上，凭借
该项目的出色发挥，分获金
牌和银牌，创造了山东现代
五 项 队 全 运 会 新 的 历 史 纪
录。这也是全运会现代五项
赛场上，首次出现同一代表
团包揽男子个人赛前两名。

（记 者 刘振江 通 讯
员 冯万里）

我市两运动员分获
全运会现代五项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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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台儿庄
古城景色很像意大利的威尼
斯，有机会我要带家人再来
感受一下。”来自斯洛伐克的
Rakhimova高兴地表示。

摄影师们一路在古城采
风，另一路则来到双龙湖和
运河湿地拍摄。水中自由游
弋的黑天鹅和“接天莲叶无
穷碧”的秀丽景象，让他们
大饱眼福。偶遇的拍摄婚纱
照的年轻伴侣，也被摄影师
揽入镜头。

“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荷
花。这里的荷花很漂亮，很

像我以前去过的另外一个国
家的地方。如果你们上我的
报道和图片等新闻，可以给
我推送一个链接看一下。我
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摄影大
会，也是第一次来到台儿庄
古城。今天和昨天的景色很
不一样，不能说更喜欢哪一
个。今天的更偏向于自然风
光，昨天的更偏向于人文历
史。”在游船上，斯洛文尼亚
摄影师 Vlasta 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她非常认真，看到弯
弯的小桥上有几位打着花伞
的旗袍美女，画面很美，赶

紧让翻译跟游船工作人员协
商靠过去拍摄。

世界摄影大会是国际摄
影艺术联合会每两年举办一
次的摄影盛会，被誉为世界摄
影界的“奥林匹克”，自 2007
年以来，已在意大利、希腊、印
尼、古巴举办了四届。本届摄
影大会在山东召开，由国际摄
影艺术联合会和省旅发委、省
文化厅等部门联合主办，济
南、青岛、淄博、枣庄、潍坊、济
宁、泰安、聊城8个城市承办，
300 多位摄影师来中国参加
大会。

为了承办好大会，我市
进行了精心准备，专门成立
了接待专项工作小组，力争
为摄影师们提供优质到位的
服务。

“本次活动我们是一对一
服务。我负责的摄影师来自
孟加拉国，我会尽力提供最
佳服务，让她感受到我们枣
庄的好客之道。她给我看了
自己拍摄的古城夜景，很漂
亮，也对这次采风拍摄到的
照片很满意。”台儿庄古城旅
游集团公司员工杨会说道。

“在和摄影师交流中，我

了解到他们对台儿庄古城的
印象和评价非常高，称赞古
城是漂亮而又特别的，很难
在世界其他地方见到这样的
景色。”世界摄影大会工作人
员王孝东向记者介绍。

让世界聚焦枣庄，让枣庄
走向世界。此次世界各地摄
影师携手走进我市，捕捉台儿
庄古城多样的建筑之美，领略
江北水乡的浓浓韵味，记录我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之
美，将有力推动我市丰富的旅
游文化资源走向世界，扩大枣
庄在国际上的影响。

本报讯 8月11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刘志才带队到山亭
区和滕州市视察农村集体产权股
份制改革工作。

刘志才一行先后到山亭区山
城街道柴林社区、桑村镇王庙
村，滕州市东沙河镇党村和南沙
河镇北池村进行了实地查看，之
后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志才充分肯
定了我市的农村集体产权股份
制改革工作。他指出，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关系到集体经济发
展和农户的经营性、财产性收
入 ， 是 完 善 农 村 多 种 分 配 方

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途径。他
要求，要深入学习、吃透精神，
深刻认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要加强领导、强
化宣传，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的
思想认识，充分相信群众、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真正把这项改
革落到实处；要抓住重点、集中
推进，坚持试点先行、先易后
难，不搞齐步走、一刀切，通
过改革试点，积极探索经验，
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稳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记者 张琛）

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