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功能区规划“出炉”

抱犊崮、熊耳山“禁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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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3月3日讯(记者
马明) 记者日前从枣庄市

发改委获悉，山东省政府于
近日发布了《山东省主体功
能区规划》，枣庄市中区、滕
州市等被划为国家级重点开
发区域；作为国家级农产品
主产区的薛城区、峄城区和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台儿庄
区、山亭区，大部分被划为限
制开发区域；部分景区被划
为禁止开发区域。

据悉，根据不同区域的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
发强度和发展潜力，以是否

适宜或如何进行大规模高强
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基
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
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
区域。市中区、滕州市被划入
东陇海国家级重点开发区
域；薛城、峄城、山亭、台儿庄
四区的城区、省级以上经济
园区也被划为重点开发区
域；薛城区陶庄镇、邹坞镇，
峄城区阴平镇、吴林街道，台
儿庄区张山子镇、泥沟镇，山
亭区桑村镇、西集镇被划为
重点开发乡镇。列入重点开
发区域的区(市)应重点发展

装备制造业、新型原材料、生
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配套
能力，增强对优化开发区域
转移出来的产业吸纳能力，
通过园区建设和发展产业集
群，延长产业链，打造国家级
新型产业基地。

限制开发区域又分为农
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
区两种类型。其中薛城区、峄
城区被划为国家级农产品主
产区，台儿庄区、山亭区被划
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列入限
制开发区域的区应重点发展

旅游、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
严格限制不符合主体功能的
产业扩张，同时享受包括提
高地方财政返还比例、增设
专项转移支付在内的若干扶
持政策。

部分景区被划为禁止开
发区域，主要包括熊耳山国
家地质公园、抱犊崮国家森
林公园两个国家级禁止开发
区域，峄城石榴园、枣庄抱犊
崮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滕
州莲青山、枣庄龟山两个省
级地质公园等应优先发展旅
游业及相关特色服务产业。

禁止开发不是禁止发展

限制开发区生态安
全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基本保障。主
要 包 括 天 然 林 保 护 地
区、草原退化地区、自然
灾害频发地区、石漠化
和荒漠化地区、水土流
失严重地区等。被划为
重点开发区域的将在工
业化城镇化开发中获得

较 大 空 间 ，在 产 业 、土

地、人口、环境等投资政

策方面得到重点扶持；

被划为限制开发区域，

并不意味着限制发展，

而是更加注重可持续发

展，将在财政转移支付

等方面，享受更多、更大

的扶持。

格相关链接

新买手机里
竟有陌生人照片

本报枣庄3月3日讯 (记
者 杨霄 通讯员 宋媛
媛 王杰) 因新买手机里
面存有数张陌生照片，怀疑
是翻新手机，一消费者购买
疑似“二手”新手机后要求
退货遭拒，工商部门介入后
商家最终同意退货。

近日，消费者殷某到薛
城工商分局投诉，称其2月
24日在薛城区临山路某手
机专卖店花了1500元购买
了一部品牌手机。回到家后
在体验新手机相关功能的
过程中，竟然发现手机内存
里有数张陌生照片。殷某便
怀疑自己购买的手机曾被
人使用过，可能是翻新的旧

手机。于是次日便找到商
家，要求退货，但遭到商家
的拒绝。

接到殷某的投诉后，薛
城工商部门立即介入展开
调查，商家最终承认该部手
机在卖给殷某前曾被他人
使用过。根据《山东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十七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与其事先向消费者的说明、
承诺不一致或者有质量问
题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七日内要求退货。
经过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的
调解，商家最终同意退货，
殷女士拿到了1500元的退
款。

生于1937年
户口本上成1957年

本报枣庄3月3日讯 (见
习记者 孙姝华 ) 家住
市中区的赵先生因在迁户
口的时候，当地派出所因
为疏忽把他的给弄错了，
使得赵先生户口簿上的年
龄比真实年龄小了整整20

岁。如今，赵先生因为真实
年龄与户口簿不符而无法
享受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
待遇。

据赵先生介绍，他出
生于1 9 3 7年，他1 9 8 8年在
办理农转非户口的时候将
户口由薛城区张范镇南于
村迁到了市中区黄庄乡梁
辛庄村，但是，在迁户的过
程中派出所不慎将他的出
生年月弄错了，把1 9 3 7年
错写成了1 9 5 7年，他在领
取户口薄后才知道派出所
把 自 己 的 真 实 年 龄 弄 错
了 。“ 后 来 因 为 个 人 的 原

因，又把户口迁回了薛城
区张范镇南于村，我也曾
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更
正我的出生年份，但是都
没有结果，在申办二代身份
证时，我又到张范镇派出所
户籍科说明情况，也让村委
会开了证明信，证明年龄误
写一事，但一直到现在也没
有得到更正，我现在都已经
76岁了，根本就没有享受过
国家任何医疗或养老方面
的相关补助。”赵先生说。

“我们村和我年纪差不
多大的都享受到了关于农
村养老方面的一些待遇，唯
独我就因为真实年龄与户
口簿不符而无法享受，我弟
弟只比我小5岁，他都有这
些待遇，偏偏我就没有。”赵
先生无奈地说，现在，想办
个老年证都办不了，更不
用说什么养老保险了。

天气渐暖，又到了放风筝的好季节。3日，记者在光明广场看到，不少家长趁周末带着孩
子在开心地放风筝。 本报记者 杨霄 摄影报道

《枣庄市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约谈办法》实施

九类土地违法行为将被约谈
本报枣庄3月3日讯(记

者 李泳君) 记者从枣庄
市国土部门获悉，近日，为
严格耕地保护，加强本辖区
土地管理，预防和制止各类
违法违规用地行为，枣庄市
监察局、国土资源局联合制
定实施《枣庄市违反土地管
理规定行为约谈办法》，对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启
动警示约谈。

据了解，枣庄相关职能
部门对土地管理秩序混乱，
致使辖区内违法占用耕地
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10%以上或虽未达到10%，

但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
重后果的；落实年度土地管
理目标责任书、耕地保护目
标责任书、土地执法监察目
标责任书等不力，没有完成
预期目标任务的；对违反土
地管理规定行为不制止、不
组织查处的；对违反土地管
理规定行为隐瞒不报、压案
不查的；上级挂牌督办、交
办、转办和媒体曝光、群众
举报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
较多，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的；办理上级挂牌督办、交
办的重大案件及事项进展
缓慢的；有关部门工作不配
合、消除违法用地不力的；

企事业单位对本单位的违
法用地行为整改不力的；
其他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办法》规定，一
旦达到约谈条件的，监察
机关和国土资源部门共同
拟定约谈方案，通知被约
谈人，告知约谈时间、地
点和约谈内容。约谈采取
集体约谈和个别约谈等方
式进行，具体程序为：通
报被约谈人所管辖区域、
行业、单位的违法用地情
况和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
面积的比例情况，并提出
整改期限和要求；被约谈

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形成约谈记录。

同时，被约谈单位或

个人应当在完成整改后

的 1 5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

面整改报告，在规定时间

内，被约谈人没有完成整

改的，依据有关规定实行

行政问责：被约谈人整改

不力的，给予警告或记过

处 分 ；被 约 谈 人 拒 不 整

改，情节较重的，给予记

大过或降职处分；被约谈

人拒不整改，造成恶劣影

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给

予撤职处分。

格相关新闻

今年坚决守住

360万亩“底线”

按照相关工作部署，
今年枣庄市将坚决守住枣
庄360万亩耕地的“底线”，
坚决守住不违法用地和坚
决守住不被问责的“底
线”，同时年内将完成35万
亩高标准农田的建设。

记者了解到，2013年
枣庄将主要开展的八项重
点工作，首先是努力促进
全市转型发展。严格耕地
保护红线，完成35万亩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

同时，将积极服务新型城
镇化建设。抓好已批增减
挂钩项目的组织实施，全
年争取验收增减挂钩项目
24个。另外，将不断提高资
源利用效益。深入开展国
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创
建活动，建立开发区低效
用地退出机制，盘活利用
闲置低效用地。

今年内，枣庄确保完
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任务，对农民宅基地

实行计划单列，对保障性
安居工程项目用地做到应
保尽保。下一步，枣庄深入
开展露天开采矿山及矿山
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加快
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
点项目，加大2012年度土
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整改
力度，积极推进执法监管
信息化建设，建成全市国
土资源执法监察全程监管
平台。

记者 李泳君

忙忙趁趁东东风风放放纸纸鸢鸢

3月2日，枣庄市第二十六中学团员走进税郭镇敬老院，
主动为孤寡老人做家务，和老人们拉家常。据悉，税郭镇团
委启动了学雷锋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在参与活动中体会雷
锋精神。 本报见习记者 刘婷婷 本报通讯员

黄加芳 摄影报道

学学雷雷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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