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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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南风2~3级，气温19～29℃。（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9月10日8时至9月11日8时，全市平均降水量18.4
毫米，台儿庄区 27 毫米，峄城区 29 毫米，市中区 21 毫
米，薛城区31毫米，山亭区9毫米，滕州市8毫米，最大
点薛城周营、沙沟36.5毫米。

市水文局11日发布

全市雨情

稳定重于泰山，重点人群
管理更是维稳的重中之重。如
何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由“犯罪
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山
亭区司法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和实践，形成了良好的教育、
监管、帮扶加评估的“3+1”
社区矫正模式，有效地提高了
特殊人群管理水平，预防和减
少重新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五年来接收管
理的 1172 名矫正对象，均实
现了无托管漏管、无重新违法
犯罪、无参与上访事件的“三
无”工作目标。2016 年 7 月

山亭区司法局被中共中央授予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称号，是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唯
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今年9月
8日又被枣庄市人大常委会确
定为全市首批基层立法联系
点。

教育培训让矫正对象
“醒”起来

“通过咱司法所和矫正中
心的培训教育，真是打心底里
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真
是醒悟了。以后一定好好做
人，回报社会。”2014 年 11
月 29 日，曾被山亭区人民法

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的徐某，经过山
亭司法局山城司法所四年的教
育管理，改造成为正常的社会
人，在市区做起了水果生意。

社区矫正肩负着把罪犯教
育改造成为守法公民、预防和
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的重要责
任。矫人先矫心，山亭区司法
局将教育作为管控矫正对象的
重要法宝。入矫教育阶段重点
突 出 “ 认 罪 伏 法 、 悔 过 自
新”，使矫正对象明确自己的
身份、了解有关矫正的法律法
规，确立“服刑悔过”意识；

常规教育阶段重点突出“服从
管理、自觉改造”，通过集中
学习培训、义务劳动、教育引
导等方式，使矫正对象确立

“社会责任”意识；解矫教育
阶段重点突出“遵纪守法、自
强自立”，使矫正对象确立

“守法自立”意识，做好刑释
解矫的准备。该区还引入社工
组织、高校志愿团等社会力
量，为社区服刑人员量身定做
包含法治、道德、心理、就业
指导等内容的 18 个宣讲课
题。推动教管信息化，借助
QQ、微信等社交软件组织社
区服刑人员开展网络学习，向
社区服刑人员推送法律常识、
道德规范、时事政策等教育学
习资料，在节假日和重要时段
推送提醒、警示信息，时时鞭
策社区服刑人员自觉遵纪守
法。

合力监管让矫正对象
“明”起来

“社区矫正人员是社会上
的特殊人群，单纯依靠司法一
个部门的力量是显然不行的。
我们采取联合监管的方式，让
矫正对象从各个方面都明晰，
提高了矫正质量。”山亭司法
局局长宋文忠介绍说。

工作中，山亭司法局积极
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职能
部门沟通联系，加强社区矫正
适用前、社区服刑人员交付接
收、监督管理、收监执行的衔
接配合管理，着力建立依法规
范、高效便捷、运转协调的长
效衔接机制，实现社区矫正与
审判工作、法律监督、公安配
合和驻所工作的无缝对接；建
立刑释人员必接必送制度，努
力做到“无缝对接”，严防脱
管漏管。 （下转A2版）

教育 监管 帮扶 评估
——山亭“3+1”社区矫正模式的创新实践

秦玉华 王强

本报滕州讯 近日，记者
从滕州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
以来，滕州市按照“全力抓项
目、关键抓技改、突出增实
力”的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三年计划。截
至6月底，滕州市170个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重点技改项目，
已开工和续建163个，开工率
95.9%；完成技改投资30.3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58.3%，
超序时进度8.3个百分点，技
术改造工作呈现推进力度大、
进展速度快、实施效果好的特
点，实现了量质双升。

为深入推进工业企业技改
工作，滕州市突出政策引导，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企
业三年技术改造工作的实施意
见》，每年设立 1000 万元专
项资金，引导支持企业围绕设
备改造、智能装备、智能车
间、节能环保等开展技改。深
入研究梳理各级支持企业技改
的政策措施，有效储备了一批

科技水平高、投资效益好的项
目。上半年，20 个技改项目
列入省企业技术改造目录，为
威达重工等 10 多家企业争取
技改专项扶持资金 1200 多万
元。

加大帮扶力度，强化督导
调度，滕州市成立了加快推进
工业企业三年技改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市、部门、镇街三级
帮扶工作机制。今年上半年帮
助9家企业解决项目用地250
多亩，帮助 15 家企业解决银
行贷款 5800 多万元。鼓励企
业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创
建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
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等高水
平研发平台，着力突破共性及
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市场化步伐。大力
完善高端管理人才、科技人才
无障碍引进机制，为产业转型
提供智力支持。

（记 者 孙守生 通 讯
员 翟景翠）

滕州工业企业技改实现量质双升

本报台儿庄讯 今年以
来，台儿庄区法院以信息化推
进执行规范化，加强多方联
动，建立执行集中会战长效机
制，优化执行体制机制，全力
解决执行难问题。截至目前，
已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702 件，
涉案标的额 1.6 亿余元，结案
467件，实际执行到位金额款
物折算共计0.76亿元。

台儿庄法院用好全国执行
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执行
案款管理系统，以办案信息化
推进执行规范化。借助全国

“总对总”查控系统，做好银
行存款、工商登记、车辆登
记、房地产登记“四查”工
作。今年以来，共向执行联动
单位发出财产查询申请 1.4 万
余条，收到财产反馈信息 2.5
万余条。

该院建立执行集中会战长
效机制，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统一调配人、财、物。今年6
月自“百日执行攻坚”专项活
动开展以来，共出动警力200
余人次、警车 90 余台次，拘
传70余人，拘留18人，执结
案件 188 件，执行到位金额
1620万元。

台儿庄区法院还优化执行
体制机制，成立 5 个执行团
队 ， 执 行 人 员 总 数 达 到 21
人，法警队每天备勤7人驻执
行局参与执行。同时，完善了
执行指挥中心建设，配备了执
行指挥车 1 辆、单兵执法仪 5
部、执行执法记录仪 10 部，
对执行人员、执行资源统一调
配，由原来的单兵办案转变为
团队协作，提高了执行工作效
率。 （记者 张孝平）

台儿庄法院全力解决执行难
今年以来结案467件，执行金额款物0.76亿元

总投资约2.25亿元的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项目是滕州市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工程主体已施工完成，正在进行钢结构屋架防火涂料及面漆涂刷，幕墙
屋面施工也全面展开。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滕州市新的地标性建筑。图为9月6日航拍的游泳馆建设工地。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生然 摄）

建设中的全民健身大项目

在铁路战线，调车员被
称为铁路安全行驶的“守护
神”，时刻与安全隐患在

“抗争”。无论 40℃的烈日
当头，还是摄氏零下十几度
的冰冷寒夜，他们都聚精会
神地坚守在岗位上；为此，
他们被称为铁路运输战线上
的现代“飞虎队”。日前，
记者采访了济南铁路局枣庄
站山家林火车站调车丙班的
三名调车员。

9月6日中午10点，记
者来到枣庄西站，恰巧一
列集结 50 辆车厢的火车即

将到站。火车停稳后，调
车长张涛拿着机控器，上了
机车驾驶室。他要把机控器
和列车相连，这样就可以与
列车司机通过电讯联系，并
能在紧急情况下控制列车的
开或停摘钩，上铁鞋，联
控，连挂，上闸……其他
两名调车员按照计划单，
一丝不苟地作业着。待所
有车厢集结在一起，他们
挂在车帮外面的车梯上，
将列车分别送到 6 公里外
的陶庄煤矿和山家林煤矿
货场，等待装煤。

“调车属于危险工种，
要不停地在火车上跳上跳
下。他们3人都是部队转业
的 党 员 ， 平 均 年 龄 才 34
岁，工作起来个个一身是
胆，身怀绝技，大家称他们
是‘飞虎队’”。站长马洪

伟竖起大拇指说。
调车员韩璐告诉记者，

“现在天还不算热，如果是
盛夏，头顶上烈日暴晒，脚
下是又烫又硌脚的道砟，车
厢外层铁皮的温度达到六七
十度，吹来的风像是蒸汽，
热腾腾、黏糊糊。”为了防
止烫伤，近距离接触车体必
须穿着长袖长裤工作服，衣
裤被汗水浸湿，又被太阳晒
干，脱下手套，发红的双手
经常被捂得脱皮。

“夏天还好些，冬天最
不好过。”在另一名调车员
韩奎看来，最难受的还是严
冬，手套上的雪水接触到冰
冷的车皮梯凳，直接就冻在
上面，即使这样，他们也不
能穿上厚实的大衣，否则跳
上跳下，钻进钻出非常不方
便。雨雪天气，作业难度随

之加大。韩奎说，“有一
次，天下大雪，我穿着雨靴
跳到列车梯上，差点就摔下
来，吓得不行。”

经过近8个小时的紧张
装车，19 时，装满煤炭的
列车返回枣庄西站。入秋的
雨天气温低了许多，但调车
员下车后的第一件事仍是拧
干那已全部湿透的工作服，
然后再喝上两大杯水。“我
们一个班要上 24 个小时，
每个班三人‘飞上飞下’
100多次，至少要挂在车皮
上 3 个小时。”调车长张涛
边卸下身上的装备，边介绍
他的工作。张涛干调车工作
已 经 整 整 17 年 了 ， 采 访
中 ， 记 者 算 了 算 ， 17 年
间，他就这样挂在车皮上

“走”了 5 万多公里路，可
以绕地球一圈多了。

铁道线上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刘明 通讯员 陈静 陈慧

本报市中讯 今年以来，市
中区按照“按需求、改形式、扩
范围”的普法思路，多层级布
局，多渠道推进，多手段强化，
积极推动普法宣传。

针对不同群体的普法需求，
市中区适时调整普法内容，提高
对重点人群普法的针对性。对于
青少年群体，以“预防青少年犯
罪”为主题，积极开展“普法使
者进校园”活动；对于社区居
民，针对家庭矛盾等纠纷，重点
讲解《婚姻法》、财产继承等方
面的内容；针对村民，则主要围
绕邻里纠纷、土地承包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解答。

该区积极推动普法网站、微
博、微信、网上公共法律服务大
厅等普法网络集群建设，打造

“新兴媒体+”指尖普法新模
式。同时，从今年3月开始，还
全面开展了“一村一法律顾问”
工作，区司法局优选 58 名律师
和 25 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
为基层法律顾问，全区166个村

（社区） 实现法律服务全覆盖。
法律顾问负责及时为群众提供法
律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
到解决纠纷的专业法律服务人
员，全面提升了普法工作的针对
性、即时性和效能性。（记者
孙守生 通讯员 徐世东）

按需求 改形式 扩范围

市中积极推动
普法宣传

本报讯 9月11日，中
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9
件，累计交办305件。本批
交办的信访件，共涉及6个
区 （市）、枣庄高新区和 1
个市直部门，分别是薛城区
3 件、滕州市 4 件、山亭区
1 件、市中区 3 件、峄城区
4 件、台儿庄区 1 件、高新
区2件、市直部门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
环境问题 44 个，其中，大

气污染问题 13 个，水污染
问题 9 个，垃圾污染问题 1
个，噪声污染问题8个，固
废污染问题1个，土壤污染
问题 1 个，扬尘污染问题 2
个，生态问题1个，其他问
题8个。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
部交办上述各区 （市）、枣
庄高新区和市直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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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