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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彩票店主私贩香烟被刑拘
店主低价从小店收购，半夜倒运并在路上被查获

本报枣庄 7月 1 0日讯
(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高焕成 ) 如今，当你站在
西沙河光明西路的大桥上
向北展望，那高低错落的花
草树木，参差不齐的景观
石，令人产生遐想的仿古木
栈道，无不让人感受到一幕
幕风景美丽如画。据了解，
西沙河整治工程预计9月底
完工。

熟悉的人都知道，昔日
的西沙河，污水流淌臭气熏
天，被称之为枣庄的“龙须

沟”。自2010年5月起，市中
区委、区政府下决心治理，
工程治理总长度为 8 . 8公
里，北起莲花湖，南至峄城
的大沙河，按照“三段五园
七节点”的规划布局，共分
为三个部分分段整治，分别
为北外环——— 文化路、文化
路——— 光明路、光明路———
汇泉路。治理改造主要包括
河道清淤、挡墙砌筑和蓄水
构筑物、桥梁改造、河道两
侧绿化美化等，整个河流两
岸宽度大约在66至80米左

右。
据悉，该项工程内容主

要包括整治河道8 . 8公里、
铺设污水管21 . 07公里、改
造桥梁6座、建设橡胶坝13

座，总投资约13 . 2亿元。计
划于2013年9月底完工后，
河道将实现雨污分流，形成
沿河景观生态长廊，为老城
区居民提供又一个休闲、休
憩的场所，成为老城区西部
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西沙河改造外，市中
区近几年先后建设了东湖

城市人工湿地、九龙湾、蟠
龙河、税郭、付湾、峄城沙河
永安段等人工湿地，通过层
层截蓄、生物净化、自然降
解，COD浓度由每升120毫
克下降到每升38毫克。

此外，对境内主要河
流、水库全面开展了人工改
造和提升，新增蓄水能力
5000余万立方米库容水体
得到了休养生息。全区水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城乡饮用
水达标率100%，工业废水稳
定达标排放率90%以上。

西沙河整治预计9月底完工
整治后河道将实现雨污分流，形成沿河景观生态长廊

本报枣庄7月10日讯
(记者 袁鹏) 4日，文化
部办公厅审核公布了全
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及
全国木偶戏、皮影戏优秀
剧(节)目展演入选作品名
单，来自枣庄的山东快书
传人武道君的作品《打洋
行》入选。

由文化部、山东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全国曲艺优
秀节目展演及全国木偶
戏、皮影戏优秀剧 (节 )目
展演将于2013年7月底分
别在山东省滨州市、东营
市举办。由枣庄市文广新

局选送的山东快书《打洋
行》入选全国曲艺优秀节
目展演名单。这一节目将
由快书名家傅永昌的关门
弟子，枣庄人武道君表演。

据了解，山东快书《打
洋行》根据发生在枣庄的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改编，
讲述游击队员潜伏、破
坏、攻打日本人开办的

“正太洋行”的故事。枣庄
人武道君将于7月25日滨
州影剧院的首场展演中
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
名家及当地观众表演这
一节目。

本报枣庄 7月 1 0日讯
(见习记者 王磊 ) 今年
上半年以来，枣庄市棚户
区改造进展情况良好，八
成棚改房已开工建设。

记者了解到，今年省
政府下达枣庄市棚户区
改造任务为4 1 8 2套，截至
目前，已开工建设安置房
3 4 3 6 套 ，占 目 标 任 务 的
8 2 . 2 %。关于何时能回迁
上房的问题，枣庄市棚改
办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将
尽快安置。由于改造后的
回迁小区大多是高层建
筑，建设周期大都在3 6个
月以上，大大超过了老百
姓的心理预期。为尽快解
决这一问题，枣庄市委、
市政府多次调度已回迁
安置户数，研究部署尽快
回迁的安置办法，目前已
累计回迁安置 5 . 9万户居
民，今年以来已经安置了
6719户居民。

据介绍，枣庄市棚户
区改造，不仅建设了大批
回迁安置住宅，同时也为
劳动就业提供了广阔空
间，充分体现棚户区改造
不仅是民生工程，同时也
是发展工程这一理念。如
在安置小区保留部分经
营用房，利用租赁收入解
决特困家庭的住房、供暖
和物业费补助；安排了所
在社区及配套设施建设
和管理岗位的人员就业，

通过小区物业管理、设施
设备运行维护来扶持社
区服务业，吸纳再就业人
员，解决老百姓生活后顾
之忧。

市棚改办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下半年计划
将继续加快推进安置房
建设，确保按时完成省政
府下达的任务。并将加快
结转续建工程的建设，确
保回迁居民可以早日回
迁上房。

棚改房八成已开工
已开工建设安置房3436套

枣庄快书节目
登国家展演名单

本报枣庄7月10日讯
(记者 袁鹏 通讯员 张
雷 满孝克 李俊龙 )
2012年年初，山亭一男子
在滕州开了一间彩票店，
在没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的情况下，私自贩来香
烟在彩票店中销售。7月7

日凌晨，他在开车运烟途
经山亭时被警方查获。

山亭男子李某于2011

年在滕州荆河路上开了一
间小百货店，开店的时候
申请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在店中置办了柜台、支
架出售香烟。李某的小百
货店开业之后经营得很惨

淡，长期维持微利的状态。
2012年年初，李某觉得这
个店这样开下去也没什么
意思，于是直接关了这间
小百货店，将原店面整个
重新装修，转而卖起了彩
票。李某的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也就随即自动作废
了。

彩票店开起来之后生
意还不错，但是李某想到
开小百货店的时候香烟那
一块还是比较赚钱的，就打
算在彩票店内偷偷销售香
烟。由于失去了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李某无法再从正
规渠道取得香烟的货源。李

某便到山亭区、薛城区、市
中区等地，专门找一些偏僻
的小店收买香烟。这些偏僻
的小店有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可以从正规渠道拿到
货。但这些小店由于位置不
好、店面档次低等原因，平
时销量很有限，所以也都乐
于把香烟大量卖给李某，只
在进货价上多收一点钱。

7月6日深夜，李某拉着
从市中区收购的香烟开车
前往滕州，次日凌晨1时许，
他开车经过山亭时，发现路
上有设卡检查过往车辆的
警察。李某减慢车速，准备
调转车头逃跑，结果被追上

来的警察拦下。执勤民警在
他的轿车后座上发现了好
几条香烟，民警随后让他打
开后备箱，发现了更多的成
条香烟。经过清查，从李某
车中共搜出黄金叶、黄鹤楼
等品牌香烟150余条，涉案
价值近60000元。据了解，李
某的这种情况情节严重，已
经涉嫌构成犯罪，将由公安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日前，李某因涉嫌非
法经营罪已被枣庄市公安
局山亭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警方从李某车中共搜出黄金叶、黄鹤楼等品牌香烟150余条。
本报通讯员 满孝克 摄

7月8日，滕州

张汪派出所大宗村

警务区民警为留守

老人儿童开通了视

频服务热线。通过

视频服务热线让留

守儿童及时与在外

地打工的父母进行

在线亲情交流，图

为留守儿童与父母

视频通话的情景。

本报通讯员

马涛 本报记者

袁鹏 摄影报道

和爸妈
说个话

本报枣庄7月10日讯
(记者 袁鹏 通讯员
任珂 ) 7月9日，一名小
女孩在薛城区泰山路遭遇
车祸，正巧一辆巡逻警车
路过。民警载上小女孩一
路拉着警笛将小女孩送至
医院，保住了小女孩的性
命。

市民时先生称，7月9

日上午大概10点半，他在
薛城区仁加油站为车加
油，只听见“咚”的一声响，
转头就看见看见一辆小型
轿车头朝加油站停在了路
边，车前面躺着一个小孩。
当时就明白是出了车祸了，
就在这时，从泰山路由南向
北方向来了一辆警车。车上
下来两个穿警服的，一个年

龄大的，一个年轻点的，他
们下来后，没有问是什么原
因，只是抢救受伤的小孩，
迅速把小孩抱上他们的警
车里拉着警笛送走了。

记者询问了相关部门
了解到，当时路过的警车
是薛城交警大队夏庄中队
的民警。他们当时正在巡
逻,发现了遭遇车祸的小女
孩。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兵
分两路，一队在事故现场
疏导交通，保护现场；另一
路民警驾驶警车将伤者送
到最近的薛城区人民医
院，直到伤者家属到达医
院后，民警才悄然离开。所
幸送医及时，目前小女孩
伤情已经稳定，脱离了生
命危险。

女孩遭遇车祸

警车拉上直奔医院

艹
的

据了解，近年来，孟庄镇结合区位生态优势，主要从
蔬菜、苗木、果树、茶园四个方面大力加大土地流转，将
土地租给承包家，农民每年得到固定的租金，又能在自
家地里上班。10日，记者来到市中区孟庄镇，正在茶园除
草的村民孙女士告诉记者，她现在可以领到“双份”工
资，一份是土地租金，一份是在茶园干活的工资。

本报见习记者 郑雅莉 本报通讯员 徐艳秋
摄影报道

农农民民挣挣““双双薪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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