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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枣庄利用国家补助资金，进行塌陷地、废井环境治理

91眼废矿井口被掩埋或改造

本报枣庄3月3日讯(记者
袁鹏 李淼) 本报2月22

日B05版报道了《台儿庄东顺
路改造启动》的文章，3日，记
者了解到，为使台儿庄区东
顺路改建工程顺利开展，确
保施工安全，相关部门决定
对施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

本次施工封闭范围为，
东顺路北起文化路南至运河
北堤岸路部分。封闭时间持

续至2013年6月30日。封闭施
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
通行。工程施工路段内的单
位及群众，应积极配合交警、
交通、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
及工程施工人员的组织协
调，不得影响正常施工。

为方便施工路段内的居
民出行，在圩沟桥西侧修建
便道供小型汽车及行人通
行。二中师生及附近居民可
绕行：繁荣街→二中北门西
侧向北→台湾街→中正门→
和平路→文化路。上下运河
北堤车辆可经鸿运路绕行。

台儿庄东顺路
开始封闭施工
6月30日开始通车

本报枣庄 3 月 3 日讯
(记者 李泳君) 2010年，
枣庄市获得国家补助资源
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重点项目 5 0 0 0 万资
金，枣庄利用该项资金开
展了塌陷地、废弃井及工
业广场等方面的治理，目
前已经填埋或改造91眼废
弃井口。

据了解，枣庄市辖区
内因煤矿关闭，遗留有大
量废弃井口和多处废弃工
业广场。废弃井口的存在
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
了严重威胁。为了预防事
故发生，保护人员安全，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枣庄
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对辖
区内废弃井口进行封堵治
理，立标示牌。同时对在田
间地头、水量较大的废弃
井，整理、改造为灌溉井。

除此之外，是对于不
能综合利用的废弃井进行
封堵，切断上下含水层及
地表水发生水力联系，防
止地下水“串层”污染。共
完成9 1眼煤矿、石膏矿废
弃井口的治理工作，包括
填埋井口6 1眼，改造为灌
溉井3 0眼，消除了废弃井
带来的安全隐患，部分废
弃井改造为农田灌溉井，

保护了当地的水资源和水
环境，为当地居民的农业
生产带来了便利。

另外，记者了解到，
滕州市官桥煤田原魏庄
煤矿塌陷地治理项目为
原魏庄煤矿的采空区，采
矿历史较为悠久，采矿塌
陷比较严重。治理区面积
1 3 4 5亩，塌陷深度一般大
于1米，最大塌陷深度4 . 5

米 ，共 有 大 小 积 水 坑 2 1

个，小泥河、八一防洪沟
等水利工程设施毁坏严
重，导致排水不畅，积水
严重，造成区域内农田大
面积绝产或减产，生态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且存在
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给
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
来了很大困难，制约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滕州市人
民政府按照“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宜渔则渔”的
治理原则，主要采取挖深
垫浅、削高填低、土地平
整、修建道路、修建农田
水利工程和植树绿化等
方法进行治理。目前已建
成高标准鱼塘1 0个，整平
和恢复土地约 9 0 0亩，修
建道路11600米 ,修建水渠
3351米，埋设过路涵管120

个。

醉酒摩托男疯狂闯卡
经检测，属严重醉驾，已被拘

本报枣庄3月3日讯(记
者 李淼 ) 27日，市民刘
女士从枣庄市房管局附近
打车前往人民路附近，她
像往常一样在路边拦下了
一辆出租车，但是没想到
的是，这么短的路程这辆
车竟然要了她1 0元钱。下
车她仔细一看，原来自己
打了一辆“黑车”。

“我每天都打车走这
一段路程，但是没想到这
次竟然打上‘黑车’了，这
辆车的外形和正规的出租

车是一样的。”刘女士说。
2 7日晚上，她在路边看到
一辆出租车驶来，就打了
这辆车。“这辆车的外形、
颜色都和真出租一样，而
且也有显示‘空车’的灯，
当时司机给我要1 0元钱，
态度比较强硬，司机是个
男的，而我自己一个女人，
我就给他了。”下车后，刘
女士才发现这辆车没有顶
灯，这才意识到可能打到
了“黑车”。

随后，记者在老城区

进行了寻找，果然找到了
刘女士所说的车辆。记者
看到，这种车辆确实和正
规的出租车非常的相似。
车型、车体颜色完全是一
模一样，而且车内也确实
有“空车”字样的指示灯，
但是明显的区别就是这类
车并没有顶灯，而且车牌
和其他的正规出租车不
同。

记者通过调查得知，
此类出租车在枣庄老城区
数量不少，不少市民都无

意乘坐过。“我也坐过这样
的车，虽然也有计价器，但
是很明显计价器不准，同
样的距离明显多收取车
费，自从那次开始，我在打
车时就非常注意了。”一位
曾经上当的市民张凯说。
市民王先生说，以前的“黑
车”都是些私家车、面包车
等，而现在的“黑车”竟然
变成了和出租车一样的
车，这样让很多不注意的
市民很轻易就上当了，希
望有关部门可以严查。

退役出租车偷偷再“上岗”
此类车没有顶灯，车牌为正常车牌

本报枣庄3月3日讯(记
者 袁鹏) 2月28日晚，市
中区龙山路上，一男子高
速驾驶一辆摩托车闯过交
警设置的第一道检查关
卡，继续行驶50米后，被警
方拦获。

2月 2 8日晚上，市中
交警大队组织开展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

夜查行动。当晚 1 0点，一
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自
南向北驶向交警在龙山
路上设立的检查关卡，执
勤交警示意该男子停车
接受检查，然而摩托车却
丝毫没有减速，继续高速
行驶，闯过了检查关卡，
险些撞到执勤交警。第一
道关卡的交警迅速将情

况通知了北面 5 0 米外的
第二道关卡，正好在第二
道关卡处视察的市中公
安分局局长李杰立刻组
织交警封堵道路，阻拦闯
卡摩托车，并将摩托车驾
驶员控制。

经询问，摩托车驾驶
员 姓 宋 ，自 己 没 有 驾 驶
证。晚上和工友吃饭，喝

了一些白酒，饭后骑摩托
车 回 家 。看 到 有 交 警 查
车，自知理亏，于是想闯
过去了事。没想到北面还
有第二个关卡等着他。宋
某在现场接受了酒精呼
气检测，呼气值为222mg/
1 0 0 m l，属于严重醉酒驾
驶。目前宋某已经被警方
行政拘留。

宋某在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检测。 本报记者 袁鹏 摄

3月15日至17日，飞佛山
新中源瓷砖总部1 .2万平展厅
直购瓷砖、乐从罗浮宫选家
私、西樵山旅游！

新中源陶瓷厂家五星级
旗舰展厅汇聚新中源全线产
品：瓷砖、卫浴、石材之精华，
一站购齐！五星级的展厅，超
值的消费，用最低的价格，采
购最满意的产品，享受多元
化家装风格！空前超低折扣，
众多优质特价，无限真情回
馈！知名设计师随行指导，专
业人员贴心服务，高性价比
的陶瓷产品，五星级的团购，
带给您五星级的省钱之旅！

本次团购是新中源真诚
感恩枣庄消费者的大型让利
活动，也是VIP感受之旅。团
购活动也首创提供五星级服
务，包括全程免费往返专机、
豪华大巴接送、吃住五星级大
酒店——— 新中源华夏大酒店。
到达佛山后，厂家免费接送消
费者参观全国唯一一家超七
星级家居城——— 佛山市顺德
区罗浮宫家居博览城，并在
12000平方米超豪华新中源总
部展厅选购瓷砖、微晶石、卫
浴等家装产品。枣庄站报名地
址：市中区森博建材馆二楼新
中源瓷砖专卖店3037777

新中源瓷砖

飞佛山厂家直购陶瓷

由广州星晖贸易展
览有限公司主办，被誉为
中国一年一度高端包装
制品行业盛会的2013第
九届广州国际包装制品
展，将于2013年3月5-7日
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琶洲展馆C区馆隆
重举行。

本届展会共吸引200
多家海内外包装制品知
名品牌参展。其中包括鸿
天贸易等山东知名企业。
据星晖展览总经理梁志
能透露，参展企业区域性

强，抱团参展是展会的一

大亮点。如东莞、深圳等

高端制罐行业企业，今年

将有超过30家品牌企业

参展。

梁志能表示，定包

装，来广州，已成为近年

广州国际包装制品展权

威地位代名词。该展的举

行充分利用广州中心城

市地域优势，集结上下游

企业打造一站式高端包

装制品交流与采购平台。

(陈亮)

第九届广州国际
包装制品展3月5日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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