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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4月到10月，精彩赛事连连看

公共体育场馆将免费开放

本报枣庄 4月 1日讯
(记者 马明 通讯员
张大东 ) 1日，记者了解
到，为解决农村经济在交
往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
作、人情交易、不依法办
事等突出问题，峄城区在
全区七个镇街成立了农村
项目竞标服务中心，优化
村级集体资产资源处置、
工程项目建设、大宗商品
采购招投标程序，推行一
站式办理。

1日，记者从峄城区有
关部门了解到，不久前，
吴林街道前土楼河居委会
要新建办公楼和蔬菜市场

大棚项目，工程量虽然不
大但是涉及群众利益，也
是村居干部容易“暗箱操
作”的项目。前土楼河居
委会支部书记丁德山把这
两个项目交到了吴林街道
农村项目竞标中心，进行
公开招标。丁德山告诉记
者，这两项工程节省资金
近十万元，还避免了群众
误解，也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峄城区纪委党廉室负
责人表示，对涉及招投标
项目的所有信息进行公
开，从处置方案到招标公
告、从竞标结果到处置收

入所有环节都由竞标中心
代村委会对外发布公告。
招 标 时 ，召 开 由 镇 街 纪
委、三资代理中心、招投
标双方法人、部分村党员
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招
投标现场会，严格按照开
标、评标等程序进行。

吴林街道农村项目竞
标服务中心是峄城首个竞
标中心，吴林司法所所长
孙启海告诉记者，自成立
以来，承办了各项竞标项
目100多项，标的额达到了
8 0 0多万元，都做到了公
平、公正、公开、透明。据
了解，峄城区农村项目竞

标阳光工程不仅促进了增
收节支，而且从源头上预
防了贪污、受贿、营私舞
弊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据了解，峄城区还健
全区、镇、村三级监督网
络 ，村 务 监 督 小 组 在 事
前、事中、事后予以监督，
所有村级招投标项目经村
务监督小组全体成员签字
确 认 后 方 可 生 效 。每 半
年、每季度，由区、镇街纪
委牵头联合对各镇街三资
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并将结果作为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评的重要
内容。

峄城七个镇街成立农村项目竞标服务中心

农村项目交易采取公开招标

本报枣庄4月1日讯(记者 白
雪岩 通讯员 冯万里) 4月1日，
记者从枣庄市体育工作会议上获
悉，今年4月到10月，枣庄将连续举
办市级及国家级等多项体育赛事，
届时为市民提供一系列精神文化

大餐。
据介绍，市运会于每4年举办

一次，今年举办的是枣庄市第八届
运动会，运动会设青少年组、行业
系统组和老年组，比赛于5月份陆
续开始，10月份举行开、闭幕式。另

外，今年枣庄还将承办国家级的各
类大型赛事，其中4月将举行中国
生态休闲垂钓公开赛，5月举行全
国汽车场地越野赛等赛事，6月份
举行中国枣庄运河龙舟公开赛，7

月份举行全国国际象棋等级赛，10

月份还将举行全国女子足球联赛
比赛和全国青年女子篮球比赛。

此外，为加快发展全民健身事
业，枣庄市今年将有序推进学校体
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和公共体育场
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广泛开展“青

少年阳光体育运动”。同时，还将在
全市200个行政村、60个省直部门扶
贫帮扶村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建设县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1个、
乡镇(街道)全民健身活动中心7个、
城市社区健身工程13个。

本报枣庄 4月 1日讯
(记者 张旋) 清明节将
近，枣庄市教育局发布了
全市中小学生清明节放假
的安排通知。据了解，中小
学生的清明节假期于4月4

日起，共放三天。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2013年中小学假期安
排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

《枣庄市全日制中小学
2012—2013学年度校历》
的规定，枣庄市中小学生
的清明假期将定于4月4日
至4月6日，共计三天。与此
同时，也将对假期进行调

休，4月7日 (周天 )中小学
生将正式恢复上课。

另外，据枣庄市教育
局要求，放假期间，任何学
校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假期
组织学生集体到校上课、
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同
时，各学校也不得以任何
形式参与、动员、组织学生
参加各类辅导培训班，禁
止学校在假期联合或将校
舍租借给社会力量办学机
构用于开办补习班、培训
班，禁止教师有偿家教行
为，若有违反行为将进行
查处。

清明放假3天

中小学不得补课

课堂搬上山
3月31日，市中区光明路小学开展了亲近大自然实践活动。学校利用课余

时间，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大自然，学习实践课内外知识，受到家长和学生
的一致欢迎。图为老师带领学生观察岩石的构成。

本报记者 杨霄 本报通讯员 金殿居 摄影报道

市中今年将对污水处理厂升级

建成区6月底前解决污水直排
本报枣庄 4月 1日讯

(记者 杨霄 ) 1日，记者
从生态市中建设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3年市中区将
实施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和管网配套完善工程，并
开展露天开采矿山专项整
治。

据了解，2013年市中
区将加大节能减排和污染
防治。围绕“调结构、控增
量、减存量”，市中区将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对于小

造纸、小印染、小冶炼等
落后产能将会加快其淘汰
步伐。引导企业把技术改
造重点落实到提升质量、
改善装备、资源综合利用
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
来，提高产业效益，降低
能源消耗。对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将进行重点培育，
包括新能源、新医药、新
材料、新装备制造等。注
重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
游等低碳产业，推广应用

节 能 减 排 新 工 艺 、新 设
备、新产品，大力实施“阳
光屋顶”工程，促进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
用。同时，市中区将实施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用水
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
纳污“三条红线”管理。同
时，市中区将实施污水处
理厂升级改造和管网配套
完 善 工 程 ，改 造 提 升 惠
营、汇泉污水处理厂，计
划在今年6月底前解决城

市建成区污水直排问题，
10月底前辖区城镇污水处
理厂全部达到一级A排放
标准。

另外，对于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方面，市中区
将开展露天采矿山专项整
治。计划6月底前完成“三
区两线”以内露天开采矿
山的关闭任务，年底前完
成“三区两线”以内损毁
山体及残留矿坑生态环境
治理工作任务。

本报枣庄 4月 1日讯
(记者 马明 通讯员
张成 ) 1日，记者从枣庄
市财政局获悉，2013年第
一批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5930万元已下达枣庄市，
比去年增加2130万元，增
长 5 6 % ，占 全 省 份 额 的
4 . 6%，比去年提高了0 . 6个
百分点。目前资金已经全
部下达各区(市)。

据悉，今年的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覆盖全市所有
区 (市 )和高新区，补贴对
象为符合补贴条件的农牧
渔民、农场(林场)职工、从
事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对耕整地机械、收
获机械、动力机械等12大

类46小类159个品目的机
具，按照补贴额不超过近
三年市场平均价格30%的
比例定额补贴，并将玉米
联合收获机、免耕播种保
护性耕作机械、深松机械
及薯类种植收获机械、花
生联合收获机等经济作物
机械列为重点补贴机械，
优先满足农民需求。

2013年，山东省继续
将补贴资金下放到区(市)

级结算，继续执行去年的
差价购机政策程序。区
(市)农机部门审核后向区
(市)财政部门提出拨款申
请。区 (市 )财政部门审核
无误后，将补贴资金拨付
至农机生产企业。

首批农机购置补贴下达

共5930万元，比去年增长56%

山东枣庄供电公司峄城客服中心(运检站)配电维护
班施工人员，在城区东部一公变台区现场，忙着更换安
装变压器。据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他们结合配电台区
设备排查隐患，对存在的缺陷实施更换变压器或增加变
压器容量，也是做好城区电网设备迎峰度夏的行动之
一。

本报通讯员 王维涛 本报记者 武春澍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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