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晴，南风3～4级，气温10～29℃。（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16
星期二

2019年4月
农历己亥年三月十二

第12605期 今日八版

4月13日上午，枣庄中科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有序走进工厂，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就在公司旁边，枣庄盛
运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正在热火
朝天的建设中。该项目是由全球新能源
500 强企业——粤丰环保电力公司投资
建设，总投资5亿元，占地54.4亩，目
前正在建设配套工程飞灰填埋场，预计
2020年9月建成运营。

“项目开工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早
日建成投产才是目的。从12日正式开工
以来，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仅白
天 正 常 施 工 ， 就 连 晚 上 也 ‘ 挑 灯 夜
战’，努力加快施工进度。”枣庄中科环
保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洪义表示，项

目建成运行后，不仅可以提升我市生活
垃圾的处置承载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提
高我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建设工地里，十几台工程机械正紧
锣密鼓地工作着。正在工地里工作的张
连和是薛城本地人，一想到未来这片土
地上所建成的项目可以助力家乡的发
展，他干起活来就更加卖力。“希望项
目可以早日建成运行，让我也为家乡的
经济发展增砖添瓦。”张连和说。

除了枣庄盛运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
产项目，更多的项目开工建设受到当地
群众的关注。

人勤春来早，奋蹄赶秋实。4月12
日，薛城集中开工的5个项目，都是符
合新旧动能转换要求的新项目。5 个项
目的集中开工，意味着该区已全面掀起
新一轮项目建设热潮。（下转第二版）

吹响项目攻坚冲锋号
——薛城区重点项目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寇光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大力实施村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借助上级扶持，
挖掘本地优势，输血造血并重，全市142个空壳村“破壳重生”，集
体经济由零收入增长到464万元，村均3.26万元

◆各级财政共拿出1500万元扶持44个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村，一
方面，入股企业实现分红；另一方面，兴建项目实现增收

◆推动集体经济空壳村依法回收发包不合理的机动地和“四荒”
地工作；支持村集体盘活闲置或低效使用的资产和利用村集体建设用
地兴办物业项目

葡萄架下，迎春花在风中摇曳。
4月8日，山亭区桑村镇户口村支部

书记周寅田从村口大步向我们走来。
置身于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境里，周

寅田扳着手指头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收入
来源，“2017 年我们村集体收入为零，
是个名副其实的空壳村，而2018年我们
村集体收入 14.60 万元。在我们第一书
记赵道明的带领下，村里将40万元精准
扶贫专项资金与镇扶贫专项资金捆绑入
资山东科思华油燃气有限公司，年收益
5.12 万元；投资光伏建设 （213 千瓦）
年收益7.89万元；回收村集体机动地53
亩，年收入1.59万元。同时，投资80万
元建设 680 平方米服装加工扶贫车间，
与青岛环球服装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约定青岛环球公司5年内为村内工
厂提供每年不低于 10 个月的订单生产
量。车间运营采用对外承包方式，承包
期5年，承包费逐年递增。目前，已全
额收取首年承包费6万元，车间已正式
投产。今年收益会更多，而且我们的收
益是持续的。”

户口村是我市 142 个空壳村“破壳
重生”的缩影。2018年以来，我市大力
实施村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
过借助上级扶持，挖掘本地优势，输血
造血并重，全市142个空壳村“破壳重
生”，集体经济由零收入增长到 464 万
元，村均3.26万元。

财政扶持
发展村级经济

去年以来，全市各级财政共拿出
1500 万元扶持 44 个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村。一方面，入股企业实现分红。19个
村将引导资金入股周边造纸、机械、木
材 加 工 等 企 业 ， 年 底 实 现 分 红 收 益

33.09 万元。另一方面，兴建项目实现
增收。累计投入引导资金 210 万元，7
个村建成 4 处厂房、1 处门市、2 处大
棚，实现集体收入5.88万元；30个村依
靠光伏发电等扶贫项目实现收益 55.91
万元。

山亭区凫城镇双山村辖四个自然
村，共226户，1026人，耕地面积600
多亩，人均耕地少得可怜。2017年底被
列为空壳村，无集体经济收入。2018年
双山村集体收入5.67万元，第一书记于
明向记者介绍：“我们利用扶持村集体经
济发展资金和上级拨付的扶贫资金50万
元，入股永盛建材、百家兴，获得分红
款54700元，村级小米合作社上交村集
体 2300 元；同时，我们对村级的“四
荒”地及机动地进行了重新发包，收取
承包金 7000 元。但是，投资人家的企
业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村里正在建设一
个名优林果示范园，村里有了自己的产
业，收入才能长远。”于明还邀请记者来
村里看夜景，他说：“有了集体收入，村
里第一件事就是让村子亮起来。夜晚，
山坡下，蜿蜒但整齐宽敞的村级道路，
在路灯的照耀下，别有一番景象。”

依法回收发包
机动地和“四荒”地

近年来，全市开展了集体经济空壳
村依法回收发包不合理的机动地和“四
荒”地工作，全市共回收不合理发包机
动地 1846 亩，“四荒”地 2404 亩。机动
地和“四荒”地收入方面，90 个村收取
6631.33 亩机动地和“四荒”地租金共
155.46 万元；鱼塘水库收入方面，5 个村
收取鱼塘、河道、水库租金共 5.01 万元；
占用集体土地补偿方面，占用15个村集
体土地（包括补偿地面附着物），一次性
补偿村集体共35.84万元。同时，坚持因
地制宜，立足村级资源优势，12个空壳村
通过出售集体资产资源实现收益 58.92
万元，32 个空壳村通过发展农村电商、
农机具租赁、收取服务费等方式手段，
实现了集体增收86.06万元。

峄城区底阁镇后岳城村2018年集体
经济收入达 6.2 万元，顺利完成“脱
壳”。就是通过加强土地流转，整理荒地
30余亩，并进行重新发包，年增收1万
元。同时，回收 40 亩机动地和 20 亩

“四荒”地归村集体所有，统一整理后进

行重新发包，年增收5.2万元。

盘活闲置或低效资产
兴办物业项目

近年来，全市各级支持村集体盘活闲
置或低效使用的资产和利用村集体建设
用地兴办物业项目，实现村集体资产保值
増值，增加集体收入。用好增量方面，抓
住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机遇，利用土
地结余，兴建标准厂房、专业市场等进行
租赁，5 个村实现收益 19.84 万元。盘活
存量方面，通过收购置换等方式，对老旧
办公楼、学校进行改造提升，盘活资产对
外出租，5个村实现收益7.55万元。异地
发展方面，引导交通不便发展空间受制约
的偏远空壳村发展“飞地物业”，2个村在
镇驻地购置了沿街商铺门市，正在对外招
租。其中，峄城区阴平镇朱园村2018年
利用400余平方米闲置厂房，积极引进来
料加工项目，形成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
多种经营模式，年增收0.8万元。目前朱
园村已经建成厂房800平方米，正在引进
来料加工项目。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村容村貌和农
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山亭区桑村镇户口村更是如此。支
部书记周寅田站在村委会楼前的小广场
上，喜笑颜开地向记者介绍：“这边，这
里，那边，以前都是大坑、臭水沟，现
在都变成小广场了，我们村的三个自然
村，都有小广场，广场上有篮球架，时
不时有人打篮球。看着这样的情景，想
想我们长远的发展，相信我们今后的日
子会越来越好。”

从无到有 大步向前
——我市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张琛

枣庄盛运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配套工程——飞灰填埋场 （寇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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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枣庄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张磊简历：
张磊，男，汉族，1961年11月生，山东潍坊人，大学学历，

1980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枣庄三
中教导处副主任，枣庄十五中校长、党支部副书记，枣庄三中副校
长，枣庄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枣庄三中校长、党委副书记，枣庄市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枣庄市外事和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2019年1月至今任枣庄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本报记者）

枣庄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审查调查

本报滕州讯 4 月 15 日，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美丽乡村
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滕州召开。市委副书记梁宪廷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市长霍媛媛主持会议，副市长、滕州市委书记邵士官出
席。

会议分现场观摩和集中会议两个阶段进行。与会人员实地观摩
了滕州市洪绪镇新丰村、郝洼村、杜场村，级索镇前杨岗村、后泉
村、前泉村等美丽乡村和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每到一处现场，梁宪
廷都认真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他要求，要认真学习借鉴级索镇“三真三亲自”工作法，即“必须
真心真意、付出真金白银、敢于真刀真枪，整体方案党委书记要亲
自谋划、整治过程要亲自到场、重大问题要亲自解决”，整合资
源、加快推进，坚决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

随后在滕州市政务中心二楼报告厅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枣
庄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滕州市、山亭区及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梁宪廷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
丽乡村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关键一仗、建设自然
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必须补齐的短板弱项、谱写好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枣庄篇章必须抓牢的重要举措，凝心聚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要明确主攻方向，着力搞好村庄清洁行动、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和补齐农村改厕短板，精准发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要坚持久久为功，围绕连片推进、内外兼修、上下联动、建管
结合的要求，持续用力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要突出结果导向，
高位推动抓落实，强化督导抓落实，精准考核抓落实，强化投入抓
落实，规划引领抓落实，立说立行抓落实，齐心协力推动各项工作
落实落地。 （本报记者）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暨美丽乡村建设现
场推进会议召开
梁宪廷出席并讲话本报山亭讯 4月15日下午，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峰到山亭区调
研，看望省民企高质量发展服务队驻枣庄
一队队员，并到帮扶企业进行现场办公。
市委常委、秘书长朱国伟参加活动。

在山东润品源食品公司，李峰与省服
务队队员进行座谈交流，听取了工作开展
情况汇报，深入了解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李峰对服务队同志进驻枣庄
以来，积极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特别
是协助解决融资难题、对上争取政策资金
支持等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他鼓励服务队
要继续发挥优势、主动作为，尽心尽力开
展服务工作，为推动我市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大力支持配合服务队的工作，努力为
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李峰
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瓶颈
制约，有时仅靠企业自身难以解决，还需
要各级各部门的倾力支持和协调帮助。要
深入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服务行动，
既要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各项
扶持政策落地落实，也要积极畅通渠道，
及时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全力帮助解决
资金、信贷、土地等要素制约，推进民营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山东同泰维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李峰参观了企业车间，听取公司发展规
划、生产工艺、研发创新、人才引进和党
建工作的汇报，询问了企业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李峰指出，企业家要树立战略眼
光，舍得在科技研发和人才招引上加大
投入，积极使用新技术、新装备，延伸
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要牢固树
立“诚信经营、质量为先”的理念，坚
持创新驱动、品牌引领，不断膨胀企业
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努力打造瞪羚
企业。要规范企业管理运营，加快建立
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企业股改上
市。相关部门要主动做好跟踪服务，及
时将党的优惠政策信息传达给企业，扎

实推进“一次办好”改革，让企业拥有
更多获得感和政策红利。

李峰还到山亭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现场，听取了项目规划和施工
建设情况的介绍。李峰指出，文旅服务
中心项目是优化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
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载
体，要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加快建设步
伐，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按期完成。要科
学论证、深入研究，合理布局业态，纳
入更多地方元素，确保项目与山亭风
貌、城市风格协调统一，努力打造彰显
山 亭 文 化 内 涵 和 地 域 特 色 的 精 品 工
程。 （记者 崔累果）

李峰到山亭区调研
看望省民企高质量发展服务队并到帮扶企业现场办公

本报滕州讯 为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去年以来，
滕州市扎实推进镇域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重要道路绿化提升上，滕州重点抓好京台高速、枣木高速、
B6线、104国道、荆河两岸等绿化提升。其中，京台高速、枣木
高速全部按照绿色廊道景观带标准进行改造提升，苗木总栽植量达
6.8万株；104国道重点对原有绿化带进行增绿添花，形成两侧不
低于5米的绿化带；B6线绿化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目
前已经完成上土；荆河两岸增绿增花工程迅速实施，加快形成“绿
满滕州、花拥荆河”的景观。

为了加快实施道路续建工程，滕州市加快完成正泰路、奚仲路
等道路快车道、绿化带等设施建设，目前累计挖土方外运5.6万立
方米，建筑垃圾回填整平碾压2.6万立方米，铺设水稳层3.45万立
方米，铺设厚沥青砼2.3万平方米，栽植苗木50余万株，新增绿化
面积11万平方米。

在开展城市容貌集中整治上，滕州市实施城区主要道路景观提
升工程，重点开展善国路立面改造，对龙泉路、北辛路等道路两侧
进行市容环境集中整治，明确十项整治重点。目前，累计规范店外
经营5000余次，粉刷墙体13万平方米，维修路面7.2万平方米，
复铺道路8.6万平方米，栽植花卉苗木13万平方米，增设道路护栏
2600 余米，清除乱贴乱画 6 万处，规范乱停乱放车辆 3000 余辆
次。

为了抓好路域环境整治，该市对各镇街驻地和村居以及公路、
铁路、河流沿线范围内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累计投
入人力13.1万人次，动用各类机械设备1.5万台次，立面改造及粉
刷墙壁173万平方米，拆除临时棚厦、违法建设7800余处，整治
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行为 2.1 万家次，施划停车泊位 6.5 万个，
清理户外架空线缆 5.3 万米，清运各类生产生活垃圾 4.2 万余吨，
种植、补植苗木和行道树 38 万株，粉刷大型立柱广告牌 110 余
个。 （记者 寇光）

滕州扎实推进
镇域路域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