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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气温19～29℃。（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9月5日8时至9月6日8时，全市平均降水量17.5毫
米，台儿庄区13毫米，峄城区15毫米，市中区21毫米，
薛城区21毫米，山亭区17毫米，滕州市17毫米，最大点
市中永安34毫米。 市水文局6日发布

全市雨情

省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统
领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其作
为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实际行
动，实施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
转换的重要抓手，精心谋划抓
落实，千方百计赶进度，严格
手续促规范，以重大工程重点
项目推动枣庄转型发展。

省委、省政府启动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伊始，我市就
在原有项目储备的基础上，围
绕“四新四化”重点领域，对
全市项目进行了初步筛选。随
后多次召开会议、下发通知，
对做好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项目筛选、提报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中央支持山东建设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这是山
东发展面临的一次重要机遇，
全省各市都在迅速行动。枣庄
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资源型
城市，更要树立抢抓机遇意
识，最大限度地争取上级支
持。尤为重要的是，要干在当
下、成在实处，切实谋划好枣
庄的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在新
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市发
改委主任李红民说。

我市各区 （市）、市直有
关部门迅速行动，及时筛选、
提报项目。按照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项目库建设的要求，有
针对性地优化建设内容，突出
项目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契合
点，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由
区 （市）、部门进行修改完
善，确保项目总投资、建设规
模和内容等信息真实完整、科
学合理。截至目前，已进行了
五轮筛选提报，共筛选创新能
力跨越提高工程、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工程、基础设施硬件支
撑工程、发展环境软件升级工
程“四大工程”12类项目183
个，总投资3320亿元。

经过研究筛选，我市确
定了枣庄抽水蓄能电站、枣庄
机场、枣庄学院新城校区等
19 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基础性和关系全市发展大局的
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提出了枣
庄生态城镇化投资发展系列基
金项目、枣庄铁路物流园和
枣庄市轨道交通项目等 9 个
与 央 企 对 接 合 作 的 重 点 项
目，实行一个项目、一个领
导、一组班子、一套方案的
工作机制。针对具体项目、
具体工程，明确由分管副市

长牵头和责任区 （市）、部门
共同负责，建立差别化的工
作推进机制，对项目工程靠
上跟进。市政府各牵头领导
靠前指挥，亲自研究部署，
将 各 项 工 作 任 务 细 化 和 量
化，做到责任主体、工作标
准、完成时限明确。责任部
门单位制定实施方案，落实
责任人员，细化推进程序，
强化推进措施，制定作战路
线，按照年度目标任务，建
立工作台账，倒排工期，层
层压实责任，确保有效落实。

我市还积极抢抓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重大机
遇，加强沟通、协调对接，争
取更多项目、政策、资金纳入
省级优惠盘子。深入开展“双
百”评议活动。着力解决敷衍
塞责、推诿扯皮、设置“玻璃
门”“弹簧门”、不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以优质营商环境促
进项目建设。强化资金保障。
发挥财政资金“药引子”作
用，积极搭建政银企合作平
台，用好接续还贷资金、产业
扶持资金、科技专项资金、金
融 奖 补 资 金 等 ， 大 力 推 行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广
泛参与。进一步降低信贷门
槛、扩大信贷规模，扩大股
权 、 动 产 、 知 识 产 权 等 抵

（质） 押贷款覆盖面。强化用
地保障。实施项目用地市级统
筹，加快批而未供土地利用进
度，推进内部挖潜，以亩均土
地贡献率为标准，清理盘活各
类闲置低效用地和闲置厂房。
强化环境容量保障。加大环
保、能耗等指标约束，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从源头上拓展环
境容量，为工程项目建设创造
宽松的能耗空间。

我市健全完善重点项目推
进责任制，定职责、定进度、
定要求，确保事有专管之人、
人有明确之责、责有限定之
期。 （下转A2版）

打造经济转型发展推进器
——我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运永

枣庄高新区山东精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新能源项目车间。 （记者 张晶 摄）

本报讯 9 月 6 日，中央
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
累计交办224件。本批交办
的 信 访 件 ，共 涉 及 4 个 区

（市），分别是滕州市4件、薛
城区5件、峄城区1件、台儿
庄区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
环境问题 25 个，其中，大气
污染问题6个，水污染问题6

个，垃圾污染问题3个，噪声
污染问题 2 个，油烟污染问
题1个，扬尘污染问题1个，
土壤污染问题 1 个，固废污
染问题1个，生态问题1个，
其他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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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批）

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
薛城区铆足干劲，以市驻地标
准谋划创城，举全区之力，集
全民之智，抓重点、攻难点、
补弱点、促亮点，创建工作成
绩斐然。
干群齐心激发创城“内生力”

干群协力，实施“网格
化”创城模式，为薛城区创城
工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该区
成立创城工作领导小组，抽调
近 20 名骨干人员集中办公，
负责创建工作的策划、指导、
协调和督查。将该区划分成
20 个大网格、88 个微网格，
每个大网格分别由1名区级领
导、1 个牵头单位、1 名责任
镇街科级干部、3 至 4 个责任
单位帮包，做到任务、责任、
人 员 、 进 度 、 时 限 “ 五 落

实”，构建了“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条块结合、齐抓共
管”的创建工作格局，确保创
城工作落地落实。
建管并重夯实文明“硬实力”

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离
不开城市硬件建设的支撑。该
区把保障民生、改善人居环境
作为文明创建的重要任务，夯
实文明“硬实力”，筑牢城市
之基。

文明创建走进社区，在“小

事”上做起了大文章。实施立
新、怡苑、清泉等9个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工程，累计修补破损
路面、花砖硬化2.6万平方米，
补植各类绿化苗木 2.8 万余
株，增补交通标识牌 60 余个，
道路交通标线施划 9 万平方
米，安装、更换 240 升垃圾桶
130个、果皮箱400余个，并对
福泉小区、清泉小区、清泉市场
等 5 处公厕进行全面改造，城
市形象变得整洁有序。
文明风尚撑起城市“软实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组歌传唱、“美丽薛城”随手
拍摄影比赛、“共建文明卫生
城，畅享幸福新薛城”公益演
出活动……如今的薛城，以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为主题的实践
活动已成常态化、内涵式，文
明风尚正渐渐浸润城市肌脉纹
理，铸造城市文明之魂。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先
行。该区 29 个省级文明单位
走上街头，公开倡议，争做文
明创建、志愿服务标兵；组织
千名机关干部开展文明劝导志
愿活动；枣庄义工联盟薛城分
会、星光义工分会等社会团体
纷纷走上街头，开展“垃圾不
落地，薛城更美丽”等活动。
严格督导增强创城“源动力”

巩固文明创建成果，并非
一劳永逸。该区凸显问题导
向，以查找问题、整改问题、
解决问题为抓手，有效推进各

项文明创建任务纵深发展。
该区成立5个督导组，每

天分别对 20 个网格实行分线
督导检查，倒排工期，挂账销
号，及时解决整治过程中发现
的矛盾和问题。开展整改情况

“回头看”，对各网格整改落实
情况跟踪督导，先后下发通报
76 期，发现问题 862 条，解
决问题547条；对市创城办督
查反馈的 90 个查找点、236
条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举一
反三、排查整改。

如今，创城工作已渗透到
薛城区的每一个角落，文明风
尚也感染着每一位市民。文明
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
为该区一抹缤纷靓丽的色彩。

城有芳华 礼润人心
——薛城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王婧

近日，数百只白鹭栖息在台儿庄区赵村湿地。初秋的湿地中，白鹭或觅食蒲草之中，或展翅飞翔于水面
之上。经过近年来的养护，该湿地现有籽莲、水生鸢尾、再力花等水生植物600余亩。

图为“闯镜头”的白鹭。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孔闯 摄)
湿地青青 白鹭来鸣

本报讯 自去年以来，我
市法院系统进一步加大执行力
度，依法严惩拒执行为。目
前，已先后对 826 名“老赖”
依法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对
构成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罪的 13 名“老赖”依法
追究了刑事责任。

我市法院加大对规避、抗
拒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有
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裁判
确定义务以及逃避执行的被执
行人，坚决用足用好法律规定
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
后采取拘留措施826人，罚款
179 人次，限制出入境 21 人
次。同时，进一步强化失信惩
戒措施，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信用惩戒力度，先后发布失
信“黑名单”15522人次，通
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加招投
标、政府采购，限制贷款和办
理信用卡，限制担任企业高

管，限制乘坐飞机、高铁，限
制高消费等，督促失信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995个案件全部
履行并结案，1122 名当事人
部分履行了义务。

对有证据证实被执行人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
人，我市法院在穷尽罚款、拘
留等强制手段后，被执行人仍
不履行义务的，注重加强与公
安、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及
时移送犯罪线索，充分运用刑
罚手段，严厉打击拒执犯罪。
去年以来，我市法院共向公安
机关移送拒执犯罪线索 21 案
25 人，公安机关正式立案 11
案 15 人，法院已对 9 案 13 名
被执行人判处了刑罚。其中，
鹿其峰等5人拒不履行生效判
决、裁定罪一案入选省法院依
法惩治拒执犯罪八大典型案
例。（记者 苏羽 通讯员
周永恒 田始峰）

市法院严惩“老赖”不手软
司法拘留826人 追究刑责13人

本报滕州讯 8 月 29 日，
由滕州市纪委监察局、滕州市
广播影视总台、滨湖镇联合制
作的家风专题片《山东滕州王
东 槐 ： 铁 面 御 史 古 之 遗
直》，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头条作了专题报道。这是该网
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
首次播出我市制作的传统家规
专题片。

该专题片由视频、精彩提
要、家规家训、文化地理、名家
观点、图集等六部分组成。其
中，专题片视频部分详实地展
示了王东槐“忠鲠敢言”“千古
完人”“千古完节”“古之遗直”
的光辉一生；文化地理部分以

《文化昌明 上善滕州》为题，
把班墨故里、上善滕州的历史
文化展示得丰富多彩、淋漓尽
致；图集篇章，生动鲜活地再现
了我市的文化素养、民间艺术、
风土人情、家乡美景。

该专题片的制作历时7个
月，除在滕州、山亭本地采访
拍摄外，还赴北京、南京、济
南进行了拍摄采访，尤其是采
访了王氏后人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王继安、中国孔子基金会理
事长王大千和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程文浩博士，进一步
提升了专题片的历史厚度和价
值高度。 （记者 冯仰启）

弘扬传统文化 凝聚向上能量

我市一专题片在中纪委网站头条刊播

本报滕州讯 9月6日，市
委副书记梁宪廷带领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滕州市调研帮包重
点项目、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
贫、人口与计划生育等工作。

梁宪廷一行察看了瑞达化
工有限公司聚丁烯生产项目，
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
了解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
企业要抢抓当前难得的发展机
遇，进一步加大项目推进力
度，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确保
项目早投产早收益。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全力靠上服务，千方
百计、认真负责地解决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问题，努力为项目
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在南沙河镇前辛章村美丽
乡村建设现场，梁宪廷详细了
解了该村居民经济收入和环境
改善情况，对滕州市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本着精简、节
约、务实的原则，尊重农民意

愿，合理规划布局，不搞大拆大
建，力求保持整洁、美丽、自然
的村庄风貌。

梁宪廷一行还察看了天华
贝贝扶贫入资收益项目、新丰
村邻里互助孝善养老、西岗镇
卫计办等现场，看望了部分困
难群众，详细了解了精准扶贫
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他
要求，要继续强化产业扶贫，
突出特色、因地制宜，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
扶贫模式。要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真心帮扶困难群众，提
高贫困户对政策的知晓度、认
可度和满意度，当好贫困群众
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要
把计生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继
续组织实施好全面两孩政策，
进一步加大综合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偏高问题力度，确保实
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的
目标。 （记者 李鲁）

梁宪廷到滕州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