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犊崮林场 6983个/cm3 古石榴园森林公园 4522个/cm3

徐庄林场 6320个/cm3 杨峪森林公园 4800个/cm3

运河湿地公园 3905个/cm3 红荷湿地公园 4050个/cm3

龟山森林公园 4985个/cm3 市林业局办公院 2095个/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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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晴转多云，东风3～4级，气温21～31℃。（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8月24日8时至8月25日8时，全市平均降水量1.2
毫米，台儿庄区 0 毫米，峄城区 3 毫米，市中区 2 毫米，
薛城区0毫米，山亭区4毫米，滕州市0毫米，最大点山
亭双山涧21.5毫米。 市水文局25日发布

全市雨情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一
手抓植树造林扩增绿量，一手
抓森林资源管理保护存量生态
资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林业资源日渐聚集扩
大，生态效益逐步释放，森林
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

枣庄位于南北方过渡带，
发展林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我市坚持适地适树，将人
工种植和自然生长相结合，培

育乔、灌、藤、草相结合的森
林生物群落。为提高成活率，
降低造林成本，我市加强种质
资源保护，注重优良乡土树种
使用，建设林木种质资源库
10 处，是全省建立种质资源
库数量最多的地市；目前，全
市乡土树种数量占绿化使用量
的97%。

提升林业资源管护能力现
代化。持续投资 600 余万元，

建成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网络，
对重点林区、重点部位实现
24 小时全方位视频监控。投
资230余万元，建成启用了全
市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综合平
台，对林业资源进行实时监
管。加大林业执法力度，组织
开展打击破坏森林资源专项行
动，有效遏制了破坏森林资源
的违法违规行为。

（记者 梁鸿雁）

乡土树种“挑大梁”管护能力现代化

我市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
农业系统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
一中心任务，自觉树立责任意
识和服务意识，扎实推进扶贫
行动，农业脱贫工作取得了良
好成效。据统计，上半年全市
各级农业系统累计完成帮扶
2318 户 4610 人 ；“ 第 一 书
记”帮包村脱贫不脱政策，累
计帮扶327户594人。

坚持精准施策，切实压实
扶贫责任。市农业局多次召开
办公会议研究部署农业扶贫工
作，在项目资金上给予倾斜。
印发 《枣庄市 2017 年农业脱
贫攻坚工作要点》，明确了任
务目标和工作措施。对未脱贫
地区，聚焦扶贫工作重点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实施农
业脱贫攻坚行动，实现帮扶任
务目标；已脱贫地区，进一步
巩固脱贫成效，对已脱贫销号

的贫困户，脱贫不脱政策，继
续给予帮扶，资金不减、力量
不减、帮扶不减。该局抽调骨
干人员，充实到农业扶贫牵头
科室，并与区（市）农业系统
单位签订农业扶贫责任书，把
农业产业扶贫责任一级一级落
实到单位、到科室、到人员，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坚持多措并举，努力强化
扶贫实效。根据重点贫困村自
然条件、产业优势和种植习
惯，引导发展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及一、二、三产业融合，
重点引导帮助重点贫困村发展
设施蔬菜、水果产业、休闲农
业等。全市新扩大高效特色经
济作物面积近 20 万亩。在重
点贫困户推广水肥一体化技
术，以区 （市） 8个蔬菜、果
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建立8
处核心示范区，推广带动实现

新增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 10
万亩。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农业脱
贫攻坚任务，通过安置贫困户
就业、贫困户入股等形式，带
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推进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引导
有闲置资源的贫困村通过开发
资源、盘活资产，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增强集体扶贫带
动能力，增加贫困人口村级资
产收益，全市累计在173个村
开展改革试点。依托枣庄新型
职业农民学院等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力度，先后组织 12
次科技下乡活动，开展大田指
导 160 余次，培训基层人员
3000 余 人 次 ， 重 点 向 贫 困
户、贫困人口倾斜。

坚持政策项目带动，积极
加快扶贫资金整合。结合创建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
区，出台了试验示范区建设方
案、秸秆禁烧利用、发展休闲
农业等一系列文件，支持农业
产业扶贫工作。积极落实“三
补合一”、农业政策性保险等
普惠性政策，增加贫困户政策
收入，减少贫困户灾害性损
失。市农业局重点组织实施高
效特色农业发展平台、粮食高
产创建平台、生态循环农业和
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等
11 个省市农业扶贫项目；组
织开展了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创建活动，60 万元的专项
资金用于农业扶贫；将统筹整
合涉农资金作为推进农业脱贫
攻坚的重要抓手，组织局属有
关单位和科室对涉农项目资金
进行清理、归并，打破框架约
束，统筹安排资金。该局纳入
整合范围的市级及以上专项预

算资金达4000余万元，可统
筹整合 1000 余万元，统筹整
合占比达26%。

坚持帮扶协作，扎实推进
结对协作扶贫。市农业局选派
一名精干干部到山亭区桑村镇
苏庄村挂职“第一书记”，积
极摸清情况，帮助发展辣椒、
马铃薯等蔬菜产业，并着手规
划建设田园综合体，打造农业
产业帮扶扶贫典型。同时，开
展了结对帮扶“送温暖”活
动，为峄城区峨山镇杨堡村、
周官庄村 94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捐赠棉被、大米、食用油
等物资。该局还积极开展威
海、枣庄两地协作扶贫，威海
市农业局在山亭区桑村镇苏庄
村和峄城区榴园镇王府山村建
立2处两市协作扶贫基地，分
别予以 10 万元扶贫协作资金
支持。 （孙建华 朱振华）

精准施策 多措并举

市农业系统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本 报 讯 8 月 23 日 ，
2017 年市直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本次招聘会共有
56 家包括企事业单位在内的
见习基地参加，提供300个见
习岗位，涉及教育、卫生、环
保、化工、生物医药、机械制
造、互联网技术、贸易及文化
服务等 25 个行业、领域，涵

盖了我市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及
知名企业，吸引了大批高校毕
业生。

近年来，市人社局高度
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工
作，认真落实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计划，从完善见习管
理 制 度 、 推 进 见 习 基 地 建
设、多渠道开发见习岗位、
提高见习质量和见习效果等
四个重点环节入手，强化对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工作的

管理与服务，确保见习政策
落地，让见习工作取得惠民
实效。见习基地作为就业的

“缓冲港”，已成为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平台，在
引领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方面起
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据统计，为期一天的招
聘会，共吸引1500余名大学
生到现场咨询、报名，见习单
位共接收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申请960余份。招聘会上还对
就业见习政策进行了现场宣
传 ，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800 余
份。 （记者 梁鸿雁）

我市举办市直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专场招聘会

近年来，市中区对煤炭开采后留下的塌陷地、臭水坑等“后遗症”进行生态改造，打造出“鲁南绿城·山水枣庄”城市名片。从城市到农村，不同层
次的绿影与清水相互呼应，织成一幅优美的城乡锦绣画卷。

图为：8月22日拍摄的东湖公园。 （吉喆 摄）

市中新貌

本报讯 8月25日，中
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3
件，累计交办 90 件。本批
交办的信访件，共涉及6个
区 （市），分别是滕州市 4
件、市中区 4 件、山亭区 2
件、薛城区1件、台儿庄区
1件、峄城区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
环境问题 25 个，其中，水

污染问题3个，大气污染问
题 8 个，扬尘污染问题 4
个，噪声污染问题4个，油
烟污染问题1个，垃圾污染
问题 1 个，生态问题 1 个，
其它问题3个。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
部交办上述各区 （市）。按
照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要求，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
会公开。 （本报记者）

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十四批）

本报讯 8月25日，全市
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暨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会议
在台儿庄区召开。市委副书记
梁宪廷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志才、副市长霍
媛媛、市政协副主席杨家国出
席。

梁宪廷在讲话中指出，各
级各部门要顺应新形势新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
农村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市农
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梁宪廷就深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要求，要
明确思路，敢于担当，强力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工
作。要明确时限，力争5年内

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任务；要突出重点，把握改
革方向，着力做好改革中“清
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设置
和成员身份确认”四个关键环
节；要大力宣传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主要内
容、总体要求及相关配套政
策，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要
认真履职，加强协调配合，及
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确保改革保质保
量完成。

梁宪廷就深入推进全市国
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要求，
要明确任务、强化措施，推动
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提质
增效。 （下转第二版）

全市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暨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会议召开
梁宪廷出席并讲话

本报薛城讯 8月25日上
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同道到薛城区督导解决
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问
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石
爱作，市委常委、秘书长朱国
伟参加督导。

中央督察组接到群众举
报，薛城区邹坞镇海象纸业
有限公司只有沉淀池，没有
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厂址东
侧建有一个塑料加工厂，气
味难闻。目前，该企业已停
产整治，正在建设污水处理
站臭味收集处理系统，塑料

生产线设备已拆除。李同道
实地察看了企业现场，详细
了解废水废气日产生量、处理
工艺和排放、整改措施等情
况，要求企业对存在的问题，
要坚决改、限期改、改到位，
说到做到，以整改的实际成效
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给群众一
个满意答复。有关部门要一竿
子插到底，强化督导检查，对
办理标准、程序、时限严格把
关，切实提高办理质量，督促
企业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实见
效。要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时时
监测，确保发挥作用、达标排

放。
随后，李同道来到周营

镇东李庄村。据中央督察组
转办信访问题反映，该村有
许多养殖场，粪便污水乱排
乱放，周边群众意见很大。
经整改，目前养殖场畜禽全
部清理完毕，当地政府正在
进行分类治理。李同道实地
察看整改情况，与养殖户交
流 ， 听 取 他 们 的 意 见 和 诉
求，强调在整改过程中要兼
顾好各方面利益，不能搞一
刀切、一拆了之。要耐心细
致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引导

养殖户利用现有场地发展蔬
菜、蘑菇等产业，加大农业
结构调整和结对帮扶力度，
及时提供技术、资金保障，
帮 助 群 众 更 好 实 现 就 业 创
业、增收致富。要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抓好农村综合环
境整治，为广大农民营造良
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李同道强调，环境保护
既是一项发展工程，更是一
项民心工程。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环境

保护各项工作，努力让枣庄
的 天 更 蓝 、 水 更 清 、 地 更
绿。要引导企业坚决扛起环
保主体责任，主动提高环保
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转型
升 级 ， 走 出 一 条 绿 色 、 低
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无论对中央督察组转办
的问题，还是对群众举报的
问题，都要坚持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一项项抓落实，
一件件抓整改，确保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确保让
群众满意。（记者 崔累果）

李同道到薛城督导解决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问题
本报台儿庄讯 8月25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峰
到台儿庄区督导解决中央环保
督察组转办信访问题并检查安
全生产工作。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石爱作参加。

李峰先后到台儿庄区张山
子煤业有限公司双顶山石灰岩
矿、泉兴水泥有限公司、张山
子镇黄邱村养牛场，详细了解
群众举报反映的工业生产、畜
禽养殖污染等问题和企业环保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并深入企
业生产一线认真查看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措施
落实情况。

就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组转
办信访问题整改和安全生产工
作，李峰要求，一要不折不扣
抓好环保问题整改。全市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端正
态度，多从主观找原因、少从
客观找借口，对中央环保督察
组转办的所有问题照单全收，
而且要举一反三，主动抬高标
杆、自我加压，进一步深入查

找关联性、相似性问题，认认
真真抓好各项整改措施落实，
确保如期整改到位。有关企业
要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提高
生产装备水平、生产技术和工
艺，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
要强化扬尘和噪声污染治理，
加强料场围挡、车辆冲洗和覆
盖、路面硬化、封闭生产等重
点环节，全面降低粉尘污染
物排放。要按照“谁开发谁
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
加强林木补种，最大限度修
复自然生态。要以解决环保
问题为契机，加快企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步伐，助推
企业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
展、持续发展、安全发展。
二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加强关键岗位和一线
员工培训与考核，严格执行
各项安全生产制度，确保企
业生产规范安全。要着力解
决好企业领导和员工之间的
监管断层， （下转第二版）

李峰到台儿庄督导解决
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问题
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