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8日上
午，滕州墨子湖隧道及引
道工程施工工地上，开挖
清淤、混凝土现浇等工程
点的工人们正在加紧施

工，施工现场如火如荼。
“3天后，这片区域就

可以清理完成。”工程施
工处处长王江涛指着 26
号箱体的位置对记者说，

开挖清淤完成后，26 号
箱体的建设工程便可以
开始施工。

王江涛介绍，整条隧
道共 44 节箱体，其中湖

底部分共 23 节，施工现
场以一个临时堤坝为界，
分为东、西两部分。目
前，西侧施工区域13-16
号箱体已完成主体施工，
12 号箱体正在建设。东
侧施工区域31号箱体工
程点，工人正加固钢筋。
施工方坚持“管超前、严
注浆、短开挖、强支护、勤
量测、早封闭”的原则施
工，三班作业，昼夜施工，
力争明年年底建成通车。

墨子湖隧道及引道
工程位于高铁新区平安
路西段，起于吉山路，向
东穿越G3高速、墨子湖，
终于首善路交叉口，总长
2600m，其中，隧道长为
1751.1m，封闭段长度约
1304m，两侧开口端长度
共447m。隧道主体采用
弧形单箱双室现浇混凝
土 框 架 结 构 ，全 宽

26.6m， 单 孔 净 宽
11.85m，净 高 4.5m，双
向 6 车道。该隧道与墨
子湖同期实施，采用明挖
的形式进行施工。建成
通车后，将实现滕州新老
城区的快速连通。

据了解，滕州高铁新
区之所以建设墨子湖隧
道，主要考虑到它具有如
下特点和优势：不受自然
气候的影响，行车安全性
较高；不影响湖面以上空
间的使用和通航；占地面
积较小，附加价值较高；
战备时可作为人防避难
场所；隧道行车噪音低，
对居民生活影响小；隧道
相比桥梁对景观湖的景
观影响大大降低。因为
平安路位于墨子湖的中
心位置，如果采用建设桥
梁的方案，会分隔墨子湖
的有机整体，林立的桥墩

将严重影响墨子湖的整
体观景效果。

关于南水北调调蓄
水库暨墨子湖隧道项目，
记者了解到，南水北调调
蓄水库是国家南水北调
工程山东省第二批23个
供水单元之一，工程总投
资 27.5 亿元，其中水库

（墨子湖）投资21.6亿元，
同步建设的墨子湖隧道
投资5.9亿元。墨子湖总
占地 4050 亩，其中水库
占地 2600 亩，库容 1200
万方。水库建成后，将形
成 3.5 亿方地表地下水、
4380 万方中水和 7000
万方境外水配置，每年可
涵养回补荆泉水源 100
万方，是滕州近年来投资
最多、规模最大的重大水
利工程。（记者 苗原 特
约记者 郝存颖 李家慧
通讯员 孙翠 张金彤）

滕州墨子湖隧道施工如火如荼
力争明年年底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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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龙阳镇锦天牡丹园
枣庄地区唯一一家以牡丹为特色的观光旅游景点

主要观光游览项目：

●3～4月，杏花、樱桃花盛开；

●4～5月，牡丹、芍药、郁金香争艳开放；

●5～6月，大樱桃采摘；

●6～7月，桑葚采摘；

●7月，珍珠油杏采摘；

●4～11月，浪漫玫瑰花开放

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欢迎参观指导选购

地址：滕州市龙阳镇冯庄村
咨询电话：15621838709 13963216668

本报讯 为切实打赢精准扶贫
攻坚战，在2018年前实现贫困人口
脱贫，让全镇人民能够同步进入小康
社会，今年以来，张汪镇在全镇形成
强大的工作合力，将精准扶贫工作

“精”到点“扶”到人，确保全镇年初计
划的 31 户 71 人扶贫对象如期实现
全面脱贫。

健全帮扶机制。该镇成立了由
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实行科级干部、包村干部包村责任

制，将扶贫工作纳入村、单位的年终
考核，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并多次
召开镇扶贫工作推进会、精准扶贫建
档立卡“回头看”培训会和调度会，对
全镇干部和村干部进行了业务培
训。信息核查入户工作开展以来，严
格按照“一进、二看、三算、四查、五
议、六定、七核”的工作要求，对全镇
2014 年 以 来 建 档 立 卡 的 1370 户
3030 名贫困群众逐一建档立卡，逐
户建立台账、逐户考核脱贫效果。经

过核准清洗，清退 15 户 33 人，还剩
16户37人，其中16户中由4户漏纳
13人，截至目前，全镇贫困户还剩16
户50人。

广造舆论声势。该镇采取召开
会议、出动宣传车、入户宣讲、走访座
谈等方式，运用网络、广播、电视等媒
体，大力宣传上级精准脱贫会议精神
和有关脱贫政策，坚定贫困户脱贫的
信心和决心。并充分利用LED电子
显示屏、户外广告牌、各村宣传栏等

制作宣传标语，宣传专栏。同时认真
撰写新闻稿件，在各级媒体发表，加
大宣传力度。整合全镇 6 支业余文
艺队，根据贫困村特点，送演进村，把
各项扶贫政策融入文艺表演中，利用
各种节日，以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
开展文艺演出，营造良好脱贫氛围。
同时，通过营造氛围，引导更多的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到帮扶救
助活动中来，通过“一对一”的结对帮
扶，确保贫困家庭吃得饱、穿得暖，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尽快实现脱贫。
“开发”造血渠道。按照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因困
施救，精准帮扶。坚持从贫困村、
贫困户的实际出发，逐户“把脉问
诊”，为每户贫困户“量身定制”产
业扶持、帮扶资金、技能培训等脱
贫计划，与每位贫困户共同商量确
定扶持方式，明确具体对接方式，
确保真脱贫。对有劳动能力的通过
发展林果、养殖、发展农机、种养

殖合作社等实现脱贫；对因病致
残、年老体弱等无劳动能力的通过
纳入社会保障等政府兜底的方式实
现脱贫，真正做到了“一户一策”。
其中，今年开业运营的张汪镇佳悦
食品有限公司，制作面包、蛋糕等
食品，产品销往江苏、安徽、贵州
等多个省份，解决就业人员 27 人，
其中贫困户6人。

（通讯员 王鑫 闵祥炯 刘崇元
张鹏）

健全帮扶机制 逐户“把脉问诊”

张汪镇定向“滴灌”治贫病 扶贫“开发”拔穷根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滕州市东沙
河镇人民政府官网了解到，今年以来，
东沙河镇创新药具发放新模式，为广大
育龄群众提供高效、安全、优质、简便的
避孕药具和计生服务，受到群众欢迎。

互联网+宣传，沟通交流全覆盖。
以本单位微信为基础，建立药具微信咨
询平台，提供免费获得药具咨询服务、
药具的预约领取服务、科学避孕知识、

咨询答疑等。互联网+发放，药具发放
有保障。在镇便民服务大厅、朝阳社区
各安装一台药具智能发放机，并在各村

（居）设40个免费药具发放点，确保群

众在15分钟内能够领到避孕药具。互
联网+服务，满足群众需求。实行“一
对一”指导，根据群众自身实际情况，科
学自主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计生药

具。建立避孕药具发放花名册、随访记
录等药具管理档案，应用“互联网+药
具”，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药具管理服
务；拓宽流动人口服务模式，定期为流
动人口举办避孕节育等知识讲座，建立
流动人口药具人员信息档案，全方位为
群众提供优质的避孕节育技术、药具供
应服务。

（特约记者 李家慧）

东沙河镇创新计生药具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近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示了全市159
家登记备案合格“小餐桌”的信息，居民区内开办的“小餐桌”
一律不予备案。家长可以直接登录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
站查询合格“小餐桌”名单，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据了解，
为加强校外“小餐桌”管理，确保学生饮食安全与健康，市食药
监局提高了“小餐桌”的准入门槛。另外，每个学期开始，食药
监部门均会根据“小餐桌”的流动性进行再验收和公示，合格
的学生“小餐桌”必须按照《山东省学生小饭桌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登记备案管理。滕州市食药监局提醒，家
长选择“小餐桌”要查看经营者的各项证件，认准有资质的“小
餐桌”。 （特约记者 郝存颖）

滕州159家合格“小餐桌”名单公布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盐业总公司了解到，为方便特殊
人群购买无碘盐，滕州市无碘盐销售点由以往的20余处增加
至200余处，城区和乡镇目前均设有无碘盐专柜。

据了解，市面上的无碘盐是针对一些不适合食用碘盐的
人群供应的，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患
者。在无碘盐还未走进调味品店铺之前，需要无碘盐的市民
要凭医院证明到盐业总公司的销售网点购买。现在，为了方
便特殊人群购买无碘盐，市盐业总公司在奎文市场、善国商贸
城、北大集等销售调味品的店铺内，增加了不少无碘盐销售专
柜，21个镇街均有销售网点，全市目前共有200余家。

（特约记者 郝存颖）

滕州无碘盐销售点增至200余处

本报讯 近日，滕州各政府部门和镇街政府网站均发出
公告，各网站将于2017年9月底前关闭，相关内容迁移至滕
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tengzhou.gov.cn)，迁
移后各政府部门和镇街的信息将发布到滕州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相应栏目。

据了解,此次网站关停迁移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开展的。根据上述通知，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门要开设政府门户网站。乡镇、街
道以及县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开设政府门户网站，通过上级
政府门户网站开展政务公开，提供政务服务。已有的乡镇、街
道网站要尽快将内容整合至上级政府门户网站。确有特殊需
求的乡镇、街道，参照政府门户网站开设流程提出申请获批
后，可保留或开设网站。 （特约记者 郝存颖）

滕州各镇街、政府部门网站
将在9月底前全部关闭

本报讯 9月7日上午，在第33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滕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文强赴龙泉街道中心小
学亲切看望广大师生，实地考察学
校教育发展情况，并代表市委、市
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的广
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老教

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问候。
市政协主席宗大全，龙泉街道党委
书记张传刚等陪同走访慰问。

在龙泉街道中心小学，每到一
处，刘市长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项
目、硬件建设、师资力量、教育教
学以及教师工作生活情况，并向学

校和优秀教师代表赠送慰问品和鲜
花。刘市长认真察看了该校荆河校
区的校容校貌，仔细了解学校的发
展沿革和办学情况。刘市长十分关
心新校区建设和投入使用情况，并
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以培养高素
质人才为己任，以提高教学质量为

根本，自觉树立高尚师德师风，全
面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努力为社会
培养更多有用之才，为滕州市的教
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图为刘
市长为优秀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节
日祝福。

（通讯员 李传涛 胡春英 摄影报道）

刘文强市长赴龙泉街道中心小学走访慰问教师刘文强市长赴龙泉街道中心小学走访慰问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