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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原
东兰城村村东南、西南方向各
有1家养鸭场，粪便废水乱排，
有刺鼻异味。该村村东南居民
生活区附近有养猪户10余处，
无排污设施，粪便随意堆积，产
生刺鼻气味，秦某某、李某某的
养殖场污染尤为严重。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
道办事处南田屯村内一养鸽
场、村北一养羊场，外排刺
鼻气味扰民。

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张寿
庄村南三八种子田被非法倾倒
大量建筑垃圾，严重污染环境；
西店村村后化工垃圾存放厂存
放大量垃圾，排放粉尘、污水，
严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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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反映的东兰城村村东南、西南养鸭场业主分别是胡某国、张某海，位于控养区。其中胡某国养鸭场已
于2017年7月28日停养，现场无粪污。张某海养鸭场共存栏肉鸭7000只，建有三级沉淀池等环保设施，有
异味，无废水外排情况。

2.反映的该村东南居民生活区附近共有养猪户10家，均属控养区。其中贾某章养猪13头；贾某伟养猪
15头；王某养猪4头；马某养猪3头；张某龙养猪34头；李某营养猪31头；张某善养猪23头；郭某法养猪6头；
秦某养猪 155 头（含母猪 5 头，公猪 57 头，幼猪 93 头）；张某某养猪 60 头（含母猪 4 头，公猪 37 头，幼猪 19
头）。以上各养猪户仅有张某某建设有化粪池等环保设施。各养殖户圈舍存有少量粪便，有刺鼻气味，个别
户存在污水外排情况。

3.根据台儿庄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区畜牧局、区环保局和泥沟镇联合执法组于8月10日
对各养殖户下达整改告知书，要求各户将存栏畜禽逐批次出栏后停养，并对养殖圈舍进行清理整改。

光明路街道田屯南村有一鸽子养殖户，养殖信鸽50余只；村北有一家村民院内养殖山羊6只，确实存在
气味污染问题，影响周边居民。

1.张寿庄村，应为张秦庄居，其村南三八种子田区域为张秦庄至谷山村已废弃的生产路，在对原路基进
行清理时留存少量的建筑垃圾，该处垃圾共有4堆，总量约20方。

2.经对西店村后及周边区域现场进行认真查看核实，并未发现化工垃圾存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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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养猪户已将存栏猪全部出栏并停养，遗存粪污
已清运干净，周边外排污水清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计
划秋收后在村外选址规划养殖区进行集中养殖；2 家养鸭
户，胡某国养鸭场已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停养，现场无粪
污；张某海养鸭户待肉鸭出栏后，将关停转产。

1.9月4日下午，市中区光明路街道组织环保、行政执法等
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做好养殖户工作。截至9月9日，
两家养殖户户已完成信鸽、鸽棚及羊、羊圈舍的清理工作。

2.市中区政府责成光明路街道组织专人加大巡查监管力
度，防止问题反弹。

1.立即组织人员、调动铲车，对张秦庄居建筑垃圾进行清
理，已于当日下午全部清理完毕。

2.加大巡查力度，木石镇组织环卫、国土、执法等部门人员
对镇域内生活及建筑垃圾进行拉网式排查，严肃查处违法存
放化工垃圾行为。

3.加大信访排查化解力度，加强与周边居民群众的沟通，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化解信访矛盾。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四批群众举报件共计17件。截至2017年9月13日已办结17件。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

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
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
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列
表公告如下：

滕州市：
1.2017 年 9 月 20 日 6:

00-18:00，对北辛站 10kV35
后屯线世茂支线线路停电检
修。共影响6个台区428个用
户。

【停电区域】：北辛街道、大
同北路。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北
辛街道、大同北路：滕州市杏花
村胜利海产货栈(冷库)、滕州
市展创门窗有限责任公司、山
东久旋航天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山东省世茂实业有限公
司。公变:伦达D区、伦达开闭
锁等高低压用户。

2.2017 年 9 月 20 日 6:
00-18:00，对善国站 10kV26
市府线后铺支线线路停电检
修。共影响50个台区2651个
用户。

【停电区域】：北辛街道、大
同北路。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北
辛街道、大同北路：专变:滕州
市杏花村金鑫干杂批发部、滕
州市城郊华东人力助力车厂、
滕州市运成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滕州市鼎顺食品有限公司、
滕州市昌盛旋转接头有限公
司、山东万佳食品有限公司、滕
州市国永五交化有限责任公
司、后铺东、滕州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倪庄、后铺南、前铺西、前
铺东、田志远(机械厂)、滕州市
兴达铸造厂、滕州市名厨调味
品食品有限公司、滕州市北辛
四方塑料制品厂、滕州市大丰
石油有限公司、滕州市北辛东
腾日用品商行、山东省世茂实
业有限公司、青岛海汇德电气
有限公司、枣庄力源送变电工
程有限公司、山东怡之航实业
有限公司、滕州市北辛海越商
行、山东欣诺商贸有限公司、滕
州市慧科机床配件厂、北辛街
道后屯居委会后、北辛街道后
屯居委会西。公变:后铺东、后
铺西、后铺南、后铺北、后铺5、
后铺6、前铺、前铺北、黄安、周
庄、周庄南、汤庄、汤庄2、汤庄
南、北刘、北刘南、后屯2、后屯
3、后屯4、伦达D区、伦达开闭
锁等高低压用户。

市中区：
1.2017 年 9 月 19 日 8:

30-17:00 商城站 10kV25 商

城 I 线 25 开 关 至 商 城
FZ25-04开关之间停电，配合
市政道路建设电力线路电缆入
地改造，更换L2513开关。

【停电区域】：胜利东路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天

舜置业、新东方房地产、安居物
业、矿展小区、市房管处、贵诚
购物中心、贵诚鹏盛投资、国林
房地产、潘斌专变、苏果超市、
恒立置业、君府城小区、解放北
路派出所、胜利商城东台区、美
星置业、胜利商场、商城北区宿
舍、三合街北箱变、中锦实业、
枣庄影院、第二实验小学、南马
道西段路北变、宏基房地产、中
兴公寓、鲁南商城、三合街南变
客户。

2.2017 年 9 月 20 日 7:
00-18:00 安城站 10kV14 农
业线吕庄分支线隔离刀闸停
电 ，改 造 JKLGYJ-10-95/
15mm2 型绝缘线 0.18km，更
换15m水泥杆4基。

【停电区域】：税郭镇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吕

庄村。
3.2017 年 9 月 20 日 8:

30-16:00 东郊站 10kV33 振

兴南路线东郊HW33-01环网
柜 02 开关至东郊 HW33-02
环 网 柜 01 开 关 至 东 西
LL3316-01开关之间停电，更
换东郊FD33-01开关，线路综
合检修、避雷器轮换。

【停电区域】：振兴南路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枣

庄兄弟置业有限公司、孙守成
专变、枣庄宝岛食品有限公司、
枣庄市私立华夏中学、振兴南、
丽波大酒店、联通公司宿舍、
49套房、建筑材料所客户。

薛城区：
1.2017 年 9 月 19 日 07:

30-18:30，对 110kV 薛 城 站
10kV39 光明西路 I 线永福北
路支线进行检修工作。

【停电区域】:薛城区永福
北路、北二村、挪庄、绳桥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蒋庄矿、配#138 现代公寓、
华宇房产、现代学校、狄传宏
专变、财产保险、配#83凤凰
名苑、配#149 鑫源小区、福
霖嘉园、福星花园、北二菜
园、田陈煤矿、松江花苑、嘉豪
丽景、金洋实业、南方化工、宝
田房产、石金矿、南四湖水利管

理局、隆宇房产、中国移动、亿
隆变压器有限公司、北临城社
区、配#290 北二新村北、北一
洗煤厂、挪庄堤水战、北二菜
园、北二洗煤厂、万祥养殖专业
合作社、北二新村、天元化工

（南、北）、枣庄市广来饲料有限
公司、皓源矿业、勤工俭学、天
水乳业、枣庄天元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挪庄西、枣庄领航电子
有限公司、挪庄、部队营房、绳
桥村、绳桥南变。

山亭区：
1.9 月 22 日 06:30-15:

30，对幸福站10kV105石嘴线
全线停电进行更换FD105-01
分段开关等工作。

【停电区域】:山亭区徐庄
镇。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前
安、前安西、东黑峪、东黑峪东、
西黑峪、西黑峪西、幸福庄、幸
福庄东、幸福庄西、幸福庄北、
后安、后安北、后安南、蒿岭、马
蜂峪、李峪、李峪北、李峪南、东
高庄、东高北、东良子口、东良
子口南、藤花峪、藤花北、藤花
峪中、小岭、崖头、李山顶、西石
嘴、西石嘴东、西石嘴西、西高

庄、西高庄北、西良子口、张山
湾、张山湾北、土山顶、占石崖、
枣庄永兴板栗加工有限公司、
石嘴水库管理所、枣庄市共青
希望小学、枣庄市山亭丰源复
合材料厂、石嘴村张文满、枣庄
市山亭区板栗冷库 2、枣庄市
新谷川食品有限公司、山亭建
军果树专业合作社、枣庄市翼
旅游山云发展有限公司、枣庄
市嘉泽建材有限公司、枣庄市
翼云湖发展有限公司。

2.9 月 23 日 06:30-17:
30，对冯卯站10kV112岩马线
FD02开关以下停电进行拆除
FZ112-02、 FJ112-47、
FJ112-19、#186杆SF6开关，
安 装 FZ112-02 开 关 、
FZ112-03开关等工作 。

【停电区域】 :山亭区冯
卯镇。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寺沟提水站、北山配三、冯卯
镇张端福、冯卯镇蒋继杰、枣
庄市山亭区宏祥恒温库、冯卯
镇张开伍 （铁矿筛选）、枣庄
市佳友拓实矿业有限公司、山
亭区誉兴果蔬保鲜库、滕州市
鑫源建材有限公司、杨位田、

下粉、山亭区公路局岩马公路
站、王本亮、冯卯镇颜丙俊、
枣庄市山亭区鑫香食品厂、枣
庄市明燕果蔬有限公司、枣庄
市山亭区兴达果蔬有限公司、
冯卯镇韩文坤、欧峪村、欧峪
1、欧峪 3、欧峪 4、欧峪 2、
欧峪配五、欧峪配六、李景、
大温庄、大温庄配二、李井配
三、小温庄、张山头、姚沃、
庙岭、张山空、张山空配二、
张山空提水站、张山空村、陈
山村、陈山村 2、陈山村 3、
张庄、张庄 2、张庄 3、张庄
4、付庄村、付庄村 2、下粉
村、下粉村2、二朱元、上朱
元、上朱园配二、上朱园配
三、上朱园配四、北赵庄、百
步岭、北赵庄 2、百步岭 2、
百步岭3。

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
间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
电，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
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
送电，敬请谅解，请注意恢复送
电过程中的用电安全。

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
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
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
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
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
您的理解与支持！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广告

神经内科
预约电话：13563237382（张主

任）
段瑞生 主任医师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瑞典卡罗琳
斯卡医学院-临床神经科学专业博士
及博士后

专业擅长：各种头疼、眩晕、痴呆、
脑血管疾病的诊治，尤其是重症肌无
力、格林-巴利综合症、多发性硬化等
神经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儿科
预约电话：13581118289（徐主

任）
王凯 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小儿呼吸循环

科主任、山东大学教授
专业擅长：儿科先天性心脏病、川

崎病、风湿热、心肌炎、心力衰竭及心
律失常、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喘憋

性肺炎等有深入研究。
肛肠科
预约电话：18263726538（冯主任）
崔萌 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三科主

任、省肛肠病医院副院长
专业擅长：复杂性肛瘘、混合痔、

肛裂及各类肛肠疾病的诊断及微创治
疗。

肝胆外科
预约电话：3211820（护士站）
徐宗珍 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二科副
主任、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擅长胆囊结石、肝胆管
结石、胆总管结石、肝癌、胰腺癌、胆管
癌、肝血管瘤、重症胰腺炎等疾病的诊
断、手术及综合治疗。

骨科
预约电话：3211817（护士站）
张虎 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骨关节二科副

主任、北京大学医学博士后
专业擅长：从事关节外科疾病的

诊疗，在髋、膝关节初次置换及关节镜
技术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
掌握颈、腰椎病的诊疗技术；熟悉骨肿
瘤的诊疗。

陈猛 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脊柱外三科副

主任、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擅长颈腰椎退变性疾

病，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畸形，脊柱
后凸畸形，脊柱及椎管内肿瘤，脊柱骨
折及脊髓损伤的诊治工作。

肝病科
预约电话：3076357（护士站）
魏红山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地坛医院

肝病专家
专业擅长：乙肝、丙肝等各种病毒

性肝炎，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病、胆
汁淤积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肝纤维
化、肝硬化、肝癌的早期诊断、肝病患
者婚育问题咨询等。

市中区人民医院特邀国内知名肝病专家
及省千佛山医院专家团近期来院坐诊

市中区人民医院特邀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专家团（神经内

科、儿科、肛肠科、肝胆外科、骨科）于9月16日来院坐诊、手术，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地坛医院肝病专家魏红山教授于9月18

日、19日来院坐诊，请有需求的患者提前电话预约。

预约电话：3211815 3211800

40岁多吃绿菜护好肝。这
个年纪，生活和工作压力比较
大，而当压力增大的时候，人体
内镁元素的水平会降低，可以通
过食用大量的绿叶蔬菜或者膳
食补充剂来补充镁，它可以帮助
放松肌肉、改善睡眠、平衡荷尔
蒙。

从 40 岁开始，我们开始明
显感受到年龄的变化。关节开
始疼痛，皱纹开始增多。从五颜
六色的蔬菜中摄取大量具有抗
氧化和抗炎症作用的营养素可
以帮助延缓上述症状的出现。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40岁
醉酒的症状比20岁醉酒的症状
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暗示着你的
肝脏需要更多的保护。多吃深
绿色的蔬菜、洋葱、大蒜和十字
花科的蔬菜(比如花椰菜、甘蓝
和圆白菜)能够保护你的肝脏。

相关阅读：空军总医院放射
治疗科主任夏廷毅表示，医生常
嘱咐给肝癌患者的一句话是戒
烟戒酒，日常饮食多营养、好吸
收、少辛辣、忌油腻。为更好保
护受损的肝脏，避免病情恶化，
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句话：
保肝护肝离不开蜂胶、酸奶、维
生素这三宝。补充维生素建议
大家多吃绿色蔬菜和水果，或者
是在医生指导下药物补充。

50 岁多吃黄色食物。通
常，心脏的健康问题在这个年龄
段很容易凸显出来。建议这个
年龄的人群，多进行规律的运
动，警惕膳食中食盐的摄入量，
吃大量的蔬菜水果以摄取膳食
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对于保护心
脏健康尤为重要。

在从 40 岁到 50 岁的这十
年中，你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视力
下降。叶黄素集中在视网膜黄
斑上，可以帮助保护眼睛。为了
减缓这种变化，可以多吃一些富
含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菠菜、甘
蓝、花椰菜、黄椒、南瓜、优质蛋
类和奶类等。

到了 50 岁的年纪，岁月的
痕迹开始清晰地体现在皮肤
上。因此，我们又多了一个需要
大量食用橙色、黄色和绿色蔬菜
的理由。这些食物提供的大量
类胡萝卜素能有效对抗皮肤的
损伤。

相关阅读：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
授范志红讲过，有关癌症、心脑
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等
各方面多个营养流行病学调查
均证明，吃菜多的人患这些疾病
的风险较小。对于高血压、高血
脂的人来说，还需更多的蔬菜摄
入量。

各年龄段适用的饮食计划(二）

开元凤鸣山庄推出“会员专享礼遇，尽享超值服务”优惠活动。活动期间，
凡散客充值商祺金卡一万元，本酒店赠送酒店客房2间（标准双床房），充值商

祺金卡二万元，本酒店赠送酒店客房4间（标准双床房），以此类推。活动截止
日期为2017年9月30日。

开元凤鸣山庄推出“会员专享礼遇，尽享超值服务”优惠活动

新华社深圳 9 月 13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同俄罗

斯总统普京分别向深圳北理莫
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教育
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促进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
重要纽带。近年来，中俄教育合
作深入发展，两国高等院校交流
更加密切，为增进两国和两国人
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俄联合
创办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我
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也
是两国人文合作深入发展的重
要成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俄两国

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发
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
快完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各
项建设，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
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
育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
贡献。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教育合
作一直是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两国高校直接
交流逐年扩大，互换留学生交流
实践日趋完善，两国中学生在对
方国家疗养营地度假已成为常
态。我相信，在两所知名大学基
础上创办的俄中大学将进一步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
解。该校毕业生不仅在俄中两
国、也将在世界受到欢迎。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3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
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实第
三方评估汇报，持续狠抓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督查是政府完
善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策执
行力的重要举措。在连续三
年开展全国大督查的基础上，
近期国务院再次对 18 个省

（区、市）开展实地督查，并组
织有关部门自查。总的看，各

地区各部门积极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重大政策措施、重点任
务等，取得明显成效，巩固和
发展了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
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了民生改善。督查也发现一
些地方去产能工作不扎实不
到位、投资项目报建和银行开
户等审批用时长、涉企不合理
收费屡禁不止、科技成果转化
障碍多等问题。会议要求，一
要对发现的问题抓紧整改。
坚定不移去过剩产能，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彻底

清查未纳入“地条钢”清单的
落后钢铁产能，一旦发现从严
处理，并严肃问责，防止死灰
复燃。相关部门要抓紧出台
措施，整治一些行业协会商会
学会等存在的重复、偏高和过
度收费，坚决取缔违规收费。
商务部要尽快提出进一步促
进利用外资的措施。发展改
革委要牵头对解决部分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调整不规范
导致资金闲置、推动项目施工
图联合审批等拿出办法。二
要推广督查中发现的各地在
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

成本、促进创业创新、推动传
统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典型经
验做法。三要对督查中各地
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采
纳。对涉及法规制度立改废
的要深入研究，对可以立行立
改的要尽快落实。会议强调，
以上督查整改情况年底前要
向国务院汇报。要建立重大
决策部署常态化督查督办和
激励问责机制，以改进政府作
风、提高行政效能的更大成
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会议指出，受国务院委

托，全国工商联、国家行政学
院采取实地走访、座谈等方
式，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促进民间投资等重点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第三方
评估。评估表明，实施上述政
策，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
型升级、增强内生动力、扩大
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评估
报告还对完善政策、优化环
境、加强统筹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建议。会议要求，要运用好
评估成果。发展改革委要会
同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提
出的问题和建议。

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