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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综合新闻

□记者 任颖
本报讯 9月28日，威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程晓军带领威海市

委统战部考察团成员来我区参观考察。枣庄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景
宜，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凤堂陪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中兴文化展室、枣庄统一战线展馆进行实地
考察，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考察团对我区中兴文化给予了
高度评价，通过观看纪录片和实地考察促进了两地历史文化的沟通
和交流。

威海市委统战部考察团
来我区考察

□实习记者 李磊
本报讯 9月26日，省交通厅副调研员苏本博带领省调研督导

组来我区督导检查环保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远义彬，副区长阚刚
陪同。

苏本博等省督导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枣庄剑波乳业有限公司、光
明锰合金有限公司、涝洼养殖场、周村水库等地，重点对我区燃煤
小锅炉拆除取缔、散乱污企业治理、养殖场拆除、水源地规范化建
设等环保重点工作进行了现场督导检查并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

督导中，苏本博对我区环保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区在
下步工作中继续加大力度，狠抓重点案件办理，切实治理好群众身
边的污染。各职能部门要统筹配合、综合施策，形成合力，推动环
保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调研督导组来我区督
导环保工作

□实习记者 伊宁
本报讯 9月27日，我区举办“筑梦未来 爱行天下”教育扶

贫公益拍卖暨10·17扶贫日宣传活动。市关工委副主任李华中，区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广德、刘堪林，副区长、区关工委副主任宋海
芳出席。

宋海芳指出，近年来，我区教育领域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做到了建档立卡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全覆盖、无遗漏，全学段无
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启动实施了“全程帮扶”工程，通过开辟入学
绿色通道、订单式培养、兜底帮扶就业等措施，为困难家庭学生提
供全过程、全方位帮扶。此次教育扶贫公益拍卖活动，不仅是对贫
困孩子的拳拳关爱，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精准扶贫”，必将促进
我区教育扶贫工作的扎实开展。

据悉，本次活动共收到我市知名书画家捐赠书画作品 70 余
幅，所有参加现场竞价拍卖的书法、画作，拍卖所得款项70％将
用于我区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筑梦未来 爱行天下”教
育扶贫公益拍卖活动举行

□通讯员 张静 种法磊
本报讯 为保障交通畅通，方便群众出行，S904 枣薛线（光明

路）中修指挥部坚持量质并举，精心组织，合理安排施工，光明路
改造工程于9月21日完成全线沥青铺筑，提前40天完成工程计划。

省道S904枣薛线官地至陈湖段暨光明大道城区段改造工程，
改造路段长 5.37 千米，于 5 月 21 日正式开工，计划 10 月 31 日完
工，计划工期 5 个月。因光明大道为市中区交通主干道，沿线车
流、人流量大，建设项目备受广大市民的关注。在确保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中修工程指挥部精心组织，科学管理，施工人员夜以继
日、攻坚克难，采取“5+2、白+黑”工作模式，道路建设工程提
前40天完成建设并向社会开放，极大地方便了沿街商铺的经营和
市民群众的出行。

光明路改造工程提前40
天峻工

□通讯员 秦晶
本报讯 “十一”国庆旅游黄金

周恰逢中秋假日，为迎接双节来临，
预热旅游市场，区旅服局多措并举，
积极谋划、提早准备、分析客源、规
范市场，确保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欢
乐、祥和的国庆、中秋假日。

周密部署，认真抓好各项筹备工
作。假期临近，该局从强化旅游安
全、丰富产品供给、强化部门职能、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做出全面部
署。要求各科室及科室负责人进一步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
识，明确责任、细化任务，积极协
调、主动配合，共同把假日旅游的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落实责任，切实抓好旅游安全工
作。该局将旅游安全作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认真开展旅游安全大检查。联
合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区安监局
组织开展旅游包车夜查集中整治行
动，严查旅游大巴交通违法行为，对
旅游包车“三证一牌一单”(《经营

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
证》“包车客运标志牌”和“车辆定
期安全检测合格单”)、旅游包车超
员、超速、疲劳驾驶、违法超车、导
游的合法证件及携带出团证件是否齐
全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保障道路安
全工作。配合省旅发委重点检查枣庄
大酒店及康辉旅行社，防食物中毒、
防意外事故情况，重点检查旅行社的
产品、租用客运车船、旅游保险情
况，对旅游景区（点）道路、安全巡
查人员配备、危险地段防护设施、游
乐设施、特种旅游项目、消防措施、
安全告示和警示牌设置情况进行检
查，保障游客吃住游安全到位；重点
检查农家乐旅游的防火、防食物中
毒、防治安事件的情况及旅游购物
店、旅游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以及消费
服务情况。

活动纷呈，大力丰富双节旅游市
场。由仙坛山温泉小镇马术俱乐部举
办的“国庆八天乐，畅享仙坛山”活
动，体验马术可享受20元/位/圈的优

惠。在仙坛山温泉小镇的售票大厅，
“扫描二维码为祖国送祝福”活动，
发送想对祖国的祝福到官方微信大屏
幕，就有机会获得温泉小镇每天送出
3名幸运奖。由龟山旅游公司、途牛
天下信息技术公司组织的亲子爬山比
赛，参赛家庭办理 50 元家庭套餐年
卡。由龟山旅游公司、黄山涧村民种
植协会举办的板栗采摘节，游客凭龟
山景区门票免费参加板栗采摘活动，
凭景区门票，游客免费采摘板栗（每
人次不超过 2 斤）。在龟山百子庙民
俗文化园由龟山旅游公司、滕州青年
书画家协会举办的青年书画雅集展，
邀请滕州青年书协会员来景区写生。
南部山区九顶莲花山风景区推出“加
关注、享优惠”企业公众微信推广、
亲子家庭欢乐2+1等活动。

提升服务，创造良好旅游市场秩
序。该局为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强化旅游市场监管力度。通过加大联
合执法力度，以维护游客权益为重
点，严厉查处哄抬物价、“零负团

费”、以次充好、强迫消费和违规经
营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营造文明
有序的旅游环境。整治“不合理低价
游”。制定诚信旅游指导价，抽查旅
行社门市部产品价格。依据国家、
省、市旅游局关于打击组织“不合理
低价游”的意见，开展严厉打击背离
价值规律，低于经营成本，以不实价
格招揽游客、以不实宣传诱导消费、
以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的“不合理低
价游”行为。整治“欺骗、强制旅游
购物”行为。依据省、市关于打击旅
游活动中欺骗、强制购物行为的意
见，重点整治旅行社强迫或变相强迫
旅游者购物，购物场所销售商品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收取购物
场所经营者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等“欺
骗、强制旅游购物”行为。要求旅游
接待单位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开展诚
信服务、文明服务、出游信息服务、
散客咨询服务等活动，确保旅游服务
质量大幅提升。

我区多措并举预热节日旅游市场

□通讯员 王伟
本报讯 国庆中秋佳节即将来

临，为规范旅游景区食品经营行为，切
实保障广大游客饮食安全，近期，区食
药监局组织执法人员对温泉小镇、龟
山风景区、甘泉寺、莲花山旅游景区等
旅游景点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执法人员检查“证照”持有悬挂
情况。要求旅游景区的餐饮单位的食
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加工原料添加剂
名目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
证公示栏等内容醒目位置可见，餐饮
服务人员必须具有健康证明；检查

“饮用水”使用情况。督促餐饮单位
对饮用用水进行检测，严格履行桶装
水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建立台帐制
度，严把桶装水进货关，严防不合格
桶装水反弹回流消费市场；检查“冷

鲜肉”进货情况。要求餐饮服务单位
凡定点屠宰滚章、检疫章、检疫合格
证明、相关屠宰票据不全的肉制品一
律不准使用，严防来路不明、未经检
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肉品危
害消费者健康；检查加工操作区域

“环境卫生”情况。要求经营者做到
环境卫生整洁、食品操作区域布局合
理、食品加工处理分区等。检查“量
化分级”情况。对证照齐全的餐饮单
位继续推进量化分级，引导消费者寻
找“笑脸”就餐。目前已出动执法人
员232人次，检查食品经营单位226
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63 份，监
督意见书131份。区食药监局提醒消
费者在旅游景区就餐时，如果发现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拨打

“12331”投诉举报。

区食药监局开展旅游景
区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通讯员 陈家平

本报讯 9月27日上午，区住建局在振兴路原市房管局院内组
织开展经济适用住房选购活动。

目前，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对象为社会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军
队退役人员住房困难家庭，其中社会申请于4至5月份开展，受理
申请397户，退役人员申请于6至7月开展，受理申请244户。经
过多部门的联合审核审批公示，最终通过社会低收入家庭259户，
军队退役人员家庭136户，共计395户。9月25日，市房管局、区
住建局、区纪委、鲁南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和群众监督代表共同参与
了9户重点优抚、肢体残疾二级、70周岁以上老人家庭优先选房
活动，并现场摇出了剩余386户申购家庭选房序号。

据了解，此次房源共计 1071 套，分别是青檀安惠家园一期、
二期 530 套、东方馨苑 400 套、齐福家园 105 套、明珠佳苑 36
套，价格从2360元到3400元不等。

区住建局经济适用房选
购火热进行中

金秋九月，蕴含收获的喜悦，跃动
梦想的旋律。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召开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
肯定“五个一工程”实施20多年来取得
的成绩，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殷切
希望、提出具体要求，为做好新形势下
文艺工作注入新的思想动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电视
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奏响改革强
音；图书《习近平讲故事》描绘精彩中
国；电影《战狼2》燃爆爱国热情……67
部群众喜闻乐见的获奖作品，记录下5
年来党带领亿万人民砥砺奋进的不平
凡历程，集中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文艺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从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
话，到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我们党加强对文
艺创作生产的组织领导，引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迈向天高地阔的新境
界。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潜心创造，推出一大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彰显
中国精神、独具中国风格的中国文艺，
激荡着凝心聚力的正能量，也为丰富
世界文艺百花园贡献了来自东方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
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
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
为了人民。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历
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
唯一判断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既是文艺创作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创
作优秀文艺作品的不二法门。敢于有
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亿万人民正上
演着波澜壮阔的时代活剧。只要把手
中的笔和镜头对准历史的主角，记录国
家蓬勃发展，反映家庭酸甜苦辣，描写
百姓欢乐忧伤，就能拥有取之不尽的创
作素材，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才
能推出更多接地气有生气，群众喜爱、
市场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

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而伟大的
作品一定是体现了对个体、民族、国家
命运的最深刻把握。作品是文艺工作
者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文艺繁荣发展
的标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文艺创
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以传世之心打造
传世之作、扛鼎之作，深刻反映党和国
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生动描绘社
会生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文艺工作者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打造精品佳作，
不能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而应深入生
活、厚积薄发。只有笃定恒心、拒绝浮
躁，保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树
立“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志向，坚持“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标准，才能“龙文百斛
鼎，笔力可独扛”，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奉献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食粮。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
火。”从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到塑造
文明的中国形象，再到弘扬伟大的中
国精神，文艺从来都是润物无声、成

风化人的精神滋养，是文化精神的生
动载体，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
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
艺作品之中，以生动的表达吸引人，
以真诚的故事感染人，以高尚的精神
塑造人，优秀文艺作品就能担起坚定
人民信心、振奋人民精神的重任，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精神力量。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党的十九
大即将胜利召开，党和国家事业即将
迈上新的征程。伟大的时代呼唤伟
大的作品，伟大的征程定能产生伟大
的作品。为人民抒写，为梦想高歌。
在宽广的时代舞台上施展才华，用艺
术的光芒点亮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广大文艺工作者必将书写迈向文艺
高峰新的精彩篇章。

为人民抒写 为梦想高歌
○钱中兵

□通讯员 刁文涛 张英才 李群
齐村讯 为有效减少二氧化硫、

烟尘等有害物质的排放，降低大气污
染指数，近日，区煤炭局和齐村镇联合
山东多乐采暖集团在齐村大集设立洁
净型煤替代工作推广宣传试烧点，开
展清洁能源和新型燃烧炉使用推广宣
传活动。

为充分认识到清洁型煤推广的重
要性，区煤炭局和齐村镇高度重视，
把其作为大气污染防治，净化环境，
环保节能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采取
有效措施，大力开展推广普及活动。
工作人员广泛宣传，通过印制宣传
单、发放宣传材料，向过往群众介绍
有关知识，让老百姓亲身体验清洁型
煤的使用效果，引导居民改变燃煤习
惯，增强环保意识。

完善政策支持，确保补贴到位。
为加快推广使用清洁型煤和新型环保
节能燃烧设备，有关部门鼓励企业进
行科技研发，生产高效清洁燃烧炉，
市、区两级财政实行补贴优惠政策，严
格落实上级制定的补贴政策，确保居
民使用清洁燃烧炉补贴兑现到位，保
障推广经费。

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行人的驻
足和咨询，看着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煤
火，听着水锅里里滋滋作响的烧水声，
一位姓张的老人高兴地说“这清洁炉
真好，煤质也好，使用起来，也没有烟，
也没有味，既节能，又环保，政府还有
补贴，和老伴商量下，俺也买一台”。
据了解，此次活动发放宣传材料1000
余份，向过往群众解释有关知识 100
人次，接受现场咨询200人次。

我区积极开展宣传
推广洁净型能源使用

□通讯员 徐娜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和庆祝国庆节，9 月 27 日，
枣庄市柳琴戏传承保护工作成
果展暨柳琴情韵当代名家书画
展在市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
邀请了十二位枣庄籍著名书画
艺术家为枣庄柳琴戏挥毫泼
墨，奉献上一道精美的视觉大
餐。

传承保护柳琴戏

□通讯员 吴琛 葛玺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文化路街道为奋战在一线的近200名环卫

工人送去了节日的问候，以及大米和月饼等实用物品，感谢他们为
城市的干净整洁做出的突出贡献。

订阅“幸福
微市中”方式：
微 信 用 户 搜 索

“xingfuweishi-
zhong”加关注或
者使用微信扫描
下方二维码关注

“幸福微市中”。

《《市中新报市中新报》》
编辑部编辑部

手
牵
手
提
升
城
乡
环
境

心
连
心
建
设
美
丽
市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