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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山亭讯 7月26日，全市产业扶贫暨项目提升推
进会在山亭宾馆召开。副市长霍媛媛出席并讲话。

会前，霍媛媛先后到山亭区城头镇扶贫档案管理现
场、春晖恒温库扶贫项目、桑村镇大河村扶贫种植大棚项
目、玉子山村种植扶贫项目等地，察看了扶贫项目建设管
理现场，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

霍媛媛在会上指出，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户造血功
能，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实现扶贫对象持续增收、稳定脱
贫的治本之策，是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补齐乡村产业振
兴短板的根本措施。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抓好产业扶贫的责任感、紧迫感；注重规范实施，提高
产业精准扶贫的持续性、有效性。要强化组织保障，明确
工作责任，抓好政策落实，加大资金投入，严格督导考
核，推动产业扶贫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记者 寇光）

推动产业扶贫任务落到实处

他，扎根基层，心系村民，铺路修
渠，全心全意服务于民；

他，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在平凡的
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他，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开拓创新，
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业，带领村民走出了
一条产业致富路……

他就是台儿庄区张山子镇耿山子村党
支部书记刘磊。7月23日，记者专程采访
了他。

1981年10月24日，刘磊出生在这个
偏远的小山村。2000 年 12 月刘磊怀着美
好的军旅梦想在张山子镇应征入伍，成为
原北京军区65军194旅摩步连的战士，从
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到连队的主力，刘磊
靠的就是训练吃苦、头脑灵活，同一批入
伍的台儿庄籍战士中，他是2001年度唯一
获得优秀士兵奖励的战士。刘磊在部队的
信念是“训练是锻炼，吃苦是福”。入伍时
进行队列训练导致膝盖积水，他未曾叫苦
叫累，2002 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嘉奖一
次；2002年12月转为一级士官，2003年
被评为优秀士官。2005年11月退伍回乡。

2009年7月，经村全体党员投票，刘
磊当选耿山子村副书记，2010年8月当选
村支部书记。他上任后首先解决村民没水
吃的问题，刘磊筹集资金20余万元，为村
里打了一眼200余米的深水井，把自来水

管道铺到每家每户，彻底解决了困扰群众
多年的吃水难题。

“要想富，先修路”。村庄道路高低不
平，严重影响村民出行和孩子上学。刘磊
多次到台儿庄区交通部门联系，争取到
440万元专项资金，村里又自筹资金40余
万元，用于村庄道路建设。在他的指挥

下，贯通全村、两纵两横的5600米水泥路
正式建成，总长度7500余米的田间生产路
也全部铺上了砂石，村民们喜上眉梢。

耿山子村有耕地 5000 余亩，虽然北
靠伊运河，但是由于没有提水站，群众抗
旱浇地需要用小型抽水机把河水抽到两三
里路远的地里。刘磊再次筹资30万元，在
河道边建起了泵房，购买了两套大功率抽
水机组，并组织村民整修了沟渠，把河水
引到田间地头，方便群众浇灌庄稼。

美丽乡村建设中，他带领村民实施村
庄绿化、美化，栽植绿化苗木和各种花
卉，并借助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的有利时

机，积极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彻底改变农
村脏、乱、差的现状，为乡亲们营造舒适
怡人的生活环境，让耿山子村群众的日子
过得更加幸福。

为了增加群众收入，刘磊到外地学习
养蚂蚱的知识经验，他开始大胆投资建 2
个大棚，专门用来养殖蚂蚱----东亚飞
蝗。由于养殖蚂蚱投资少、成本低、风险小，
而且一年能养三四茬，蚂蚱远销到徐州、济
南等地，年获利6万元，他带领村民走出了
一条“小小蚂蚱致富”的新路子。现在，在刘
磊致富的带动下，该村已发展到11个蚂蚱
大棚的养殖规模，每个棚的收入都在3万
元以上。2016 年，又在村北建设 52 千瓦
的光伏发电项目并实现并网发电，39户贫
困户分红 2.3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刘磊把全部的
爱心奉献给困难群众，尤其是五保户和孤
寡老人。在全村8户精准扶贫困难户的危
房改造中，刘磊组织党员义务为五保老人
搬家、联系施工队和建筑材料。刘磊告诉
记者说：“选择当村官就不能总挂念个人利
益，为群众服务是我一生的追求……”

刘磊还组织村支部的全体党员落实好
“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加强党风建设，提升党员廉洁自
律意识。安排本支部党员对新党员做好传、
帮、带，进一步增强村委会的凝聚力。

近年来，在刘磊的带领下，耿山子村连
续荣获“枣庄市四德工程示范单位”、“枣庄
市平安建设先进村居单位”、“全市民主法治
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今年，刘磊被省委组
织部授予“担当作为好书记”称号。

退伍不褪色 家乡立新功
——记台儿庄区张山子镇耿山子村党支部书记刘磊

本报记者 岳娜

本报薛城讯 7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枣庄市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立法调研活动。调研组先后
到薛城区沙沟镇和周营镇查看了古树的保护情况并召开座
谈会。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安排专门人员对全市古树名木资源和管护情况进行了全面
调查，对古树名木建档，进行挂牌保护，并落实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目前，全市已有57株古树建立了铁制、石质
或不锈钢围栏。全市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通过挂牌、建立
围栏、防治病虫害、施肥等有效措施，保护率达到了
100%。

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对本次立法调研活动提
出的意见建议，全面梳理，认真落实。要积极配合市人
大、市政府法制办继续做好条例的立法调研和审议工作，
推动条例尽快出台。 （记者 张琛）

全力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本报讯 7月26日，全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电视会议
召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丙干在枣庄分会场收听收
看了会议实况。

电视会议结束后，宋丙干就做好我市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强调，全市各级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安置工作的
政治责任感，以更坚决的态度、更高的热情、更大的力
度，把今年退役士兵安置好。要强化细化措施，科学编
制、严格落实安置计划，着力提高安置工作透明度，大力
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创业，有序推进安置工作落实。要
加强组织领导，为安置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各级有关部门
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各负其责，通力协作。要不断强
化安置工作责任追究，对于拒收或拖延接收退役士兵的单
位，要利用党纪、法律等手段，加大督查和问责力度，确
保安置任务落实，切实保障退役士兵合法权益。

（记者 李鲁）

有序推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刘磊（中）向村民介绍太阳能电池板的日常检查和维护方法。 （记者 刘品 摄）

（上接第一版） 最大限度减少征收给群众生活和工作带来
的不便，以民生情怀倾力保障群众利益，有效地促进了征
收速度。

在“创卫”迎检工作中，该街道举全民之力，顶烈
日、冒酷暑奋战在创卫一线，平均每天组织专业清理队伍
600 余人，连续两年累计投资 1200 多万元，租用机械
2000余台次，对文昌游园、红旗渠、老磷肥厂宿舍、毛
纺厂宿舍等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及中兴大道、206国道两
侧、前湾竹器市场等重点部位，进行彻底治理，使城区环
境焕然一新。

发展经济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惠及民生。坛山街道党
工委始终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老人”和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的理念，在各项民生
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同时，把脱贫攻坚作
为第一民生工程，通过推进多种扶贫模式，使该街道
128 户贫困户，251 人稳定脱贫。投资 200 余万元升级
改造坛山敬老院，投资近 300 万元新建刘村张店小学教
学楼一座，新增 7 个教室班，有效解决了“大班额”问
题。

坛山街道党工委以廉为荣，管党治党有力。一年多
来，街道党工委全面落实“一岗双责”，积极探索一通报
二约谈三整改四倒查“四管齐下”责任追究措施，倒逼主
体责任落实；强化学习，及时修订完善16项内部管理制
度，堵塞机关管理漏洞；自主开设了网络督察平台，全面
启用廉政风险防控系统和廉洁事项报告系统，开展纪律检
查26次，下发督察通报15期，发现和纠正问题21项；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20余人参加“检察
开放日”活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从严治党工作落
实取得实效。

坛山街道党工委以上率下，冲锋在前，在区域化党建
创建、精准扶贫、社居“两委”换届、棚户区改造、卫生
城创建、招商引资等一场场实战中提振了党员干部的士
气、凝聚了力量、锤炼了一支能啃硬骨头、善打硬仗的干
部队伍，真正体现了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辖区群众的称赞。

靠创新赢得“双第一”

7 月 17 日，记者来到薛城区巨山街道
来泉庄，看到村内道路干净整洁，沿街外
墙粉刷一新。据了解，该村共筹集资金
160余万元，进行环境整治。拆除旱厕142
座，拆除棚舍店外店 40 余户 3800 平方
米。对村西主路铺设沥青路面 5000 平方
米 。 运 用 机 械 10 余 部 ， 清 理 “ 三 堆 两
垛”、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3000 立方米。
同时对道路两边墙壁进行砌垒，粉刷了主
要道路两边墙壁，对村内道路进行硬化，
在村内积水处铺设了下水管道。村民李正
彬告诉记者，以前村里养猪、养牛，气味

熏人，现在村里环境变好了，栽了花、种
了树，蚊子苍蝇都不见了。

据介绍，5 月份以来，巨山街道在全
力巩固创卫成果的基础上，发力做靓城乡
结合部，对来泉庄、高楼村村内环境进行
治理，全面提升创卫水平。

薛城区巨山街道自创卫以来，开展广
泛宣传，集中整治等活动，取得明显效
果。该街道全面分析创卫工作宣传氛围营
造、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老旧小区及背街
小巷等重点区域“十乱”问题，及时研究
制定整治方案措施，切实做到问题明确，

因地因事施策。他们还充分发挥网格作
用，将创卫工作任务逐条逐项落实到 4 个
村居网格，按照“科级干部包社区、社区
干部包小区”的原则，逐条逐项整改问题
不足。同时，该街道成立创卫督导组，对
各社区工作进展一天一调度、一周一汇总
一通报，全面跟踪、督办创卫事项。截至
目前，累计整改问题事项 150 余件，清理
建筑及生活垃圾 70000 余立方米，粉刷墙
面 11 万平方米，清除“小广告”27000 余
处，铺设路面32516平方米。

随着创卫工作的深入开展，巨山街道

针对城乡结合部特点，全力查找不足，完
善整改方案，强化督导调度，确保辖区环
境全面持续改观。在高楼村，记者看到工
人正在砌垒围墙，大型机械正在修铺村内
道路。目前，该村已拆除近50处旱厕，清
理卫生死角多处，对村内排水沟渠进行了
清理，村内环境显明提升。该村党支部书
记曹士刚介绍，该村以创卫为契机，以建
设省级美丽乡村为目标，正加紧村内四纵
两横道路建设，对村内文化广场等进行统
一规划。现在乱扔垃圾的少了，村民环保
意识明显加强。

城乡结合部靓起来
——薛城区巨山街道创卫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王兆虎 通讯员 杨洪振

本报薛城讯 今年以来，薛城区住建局压实工作责
任，全方位落实住建领域精细化管理工作。

做好城市节水工作。制定下发工作方案，上报创建节
水型单位 17 家、节水型小区 11 个，对新老城区公共供
水、再生水、污水、雨水等管网设施进行了全面普查，目
前已完成公共管网覆盖区域普查工作。积极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与相关单位通过实施道路人行道透水改造、绿化栽
植、人工湿地补植、蓄水设施、排洪管网改造施工等方
式，投资1080.57万元，完成新城区域2.48平方公里、老
城城南区域0.01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

严抓建筑工地环境整治。对城区25个新建、在建工
程，实施精细化管理，采用拉清单、建机制、严标准、强
监督等措施，认真履行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工地扬尘治理6个100%，确保治理成效。

扎实开展物业管理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组织物业办
人员不定期到管辖的40个小区进行环境卫生检查，对城
区33个物业公司下达小区卫生整改通知，结合“三供一
业”工作开展，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施东苑小
区、东山花苑和甘霖燕山生活区3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目前，甘霖燕山生活区已完成六栋楼外墙粉刷和楼顶防
水。 （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张会 王文博）

薛城积极推进住建领域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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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熬夜加班，感觉牙龈肿痛，刷牙时容易出血，“口
气”大……在我们身边，好多人会把这些问题当做“上火”，
自己喝喝凉茶，买点消炎、清热的药吃吃。但是当出现以上
症状时，其实你很可能患上了牙周病，需要重视。

牙周炎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误区一：牙龈肿痛、出血是“上火”，吃点“去火”药，

用点药物牙膏就能好：治标不治本；
误区二：牙龈出血不能继续刷牙了：不刷牙导致菌斑堆

积，反而加重牙龈的炎症；
误区三：刷牙谁都会，不用学：不正确的刷牙方法不仅

不能有效地清洁牙齿，还会导致牙齿的缺损和牙周的损伤；
误区四：洗牙不好，会让牙缝变大、牙齿松动：洗牙时

的不适只是暂时的，让牙缝变大、牙齿松动的是牙石，不是
大夫；

误区五：牙周病治疗一次就好了：牙周病需要定期复
查，终身维护。

牙周病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我国高达90%以上。是由
牙菌斑中的微生物所引起的牙周支持组织的慢性感染性疾
病，是导致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要原因。最常见的两类是牙
龈炎和牙周炎。

牙周炎的日常保健方法有？
1.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每天刷牙2～3次(最好能饭后刷牙），选用软毛牙刷
2、BASS刷牙法：
将牙刷对准牙齿与牙龈交接的地方，将牙刷与牙长轴呈

45°角指向根尖方向 （上颌牙向上，下颌牙向下），轻轻加
压，使刷毛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沟外并尽可能伸入两
牙之间间隙内，用轻柔的压力，使刷毛在原位作前后方向短

距离的水平颤动8～10次。
3.清除邻面菌斑
邻面即两颗牙齿相邻部位，一般方法刷牙不能完全清除

邻面菌斑，推荐使用牙线来代替牙签。
3.定期洗牙
通常情况下，每年到医院洗牙1～2次。
4.定期复查

牙龈肿痛、出血，真的是上火这么简单吗？

7月24日，山亭公安分局山城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建筑工地、特种行业等重点场所，开展夏季安全检查，及时发现排除安全隐
患，宣传防盗、防骗等安全知识，提醒群众注意防暑降温。 （张雷 赵月雷 摄）

夏季安全检查保平安

本报台儿庄讯 进入 7 月份以来，
古城游客服务中心及西门大屏幕同时滚
动播放 2018 年征兵宣传片，台儿庄区
各镇街在醒目位置挂出征兵条幅，为报
名应征的适龄青年鼓舞士气……这是台
儿庄区开展征兵工作的情景。

为认真、有序、规范地做好今年的
征兵工作，台儿庄区在六处镇 （街） 全
部设立征兵工作站，对适龄青年进行系
统报名登记。为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征
兵工作，该区确保“二个到位”：动员
宣传到位，认真组织征兵业务培训，传
达学习上级有关征兵工作的文件及相关
法律，认清当前征兵工作形势的严峻
性，同时充分利用板报、橱窗、标语微
信等载体宣传有关法规和征兵工作规
定，形成浓厚的征兵工作氛围，增强适
龄青年依法服兵役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进一步提高公民依法服兵役的思想认识
和国防观念；调查摸底到位，在形成浓
厚宣传氛围的同时，从派出所调出户籍
在该辖区的应征适龄青年名单，组织专
武干部、社区民兵连长进行拉网式摸底
调查，保证不漏一人，及时掌握符合兵
役条件青年的分布情况、数量质量、本
人及家长的思想动态，努力把素质高的
青年送到部队。

“二个到位”激发了居民的参军爱
国热情，掀起了征兵工作的热潮，截至
目前，已有 275 名适龄青年参加报名，
为下一步征兵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李红军）

台儿庄征兵掀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