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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滕州新闻

《谁来为他们的十年债款买单》追踪

原原清清算算组组长长建建议议当当事事市市民民再再起起诉诉

本报枣庄10月23日讯(记者 甘
倩茹 通讯员 李季 ) 开车撞火
车，这事听起来让人感到有些匪夷
所思。然而近日滕州一醉酒男子竟
真的开车撞上了正在运行中的火车
上，所幸人员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点
轻微伤。目前该醉酒男子已办理出
院手续。

18日凌晨1时许，木石派出所接
到铁道口护卫人员报警称，一名醉
酒男开车撞到了正在运行的火车
上，请求处警。值班民警接到报警
后，快速赶到现场处置。在木桑公路
一铁道口附近，一名30多岁的中年男
子浑身散发着酒气，沮丧地蹲在地
上瑟瑟发抖。一辆黑轿车被火车带
出四、五米远，轿车车前头严重变
形。

民警经了解得知，当日凌晨1时
许，一列运煤的火车缓缓驶经事发
铁道口，值班护卫人员迅速拉响警
报、举起信号灯，这时吕某驾驶一辆
黑色轿车由南向北疾驰而来，径直
撞向了正在行驶中的火车上。随着

“嘭”的一声响，护卫人员看到轿车
被拖行了四五米，然后甩了出去。由
于事发太突然，在场的人都被这突
然发生的一幕惊呆了。

民警经深入了解得知，蹲在地
上的醉汉姓吕，家住滕州市东部某
村，19日晚他独自一人驾车到薛城与
朋友聚会，席间多喝了两杯。后回家
行至木桑路一铁道交叉口时，由于
酒精作用和视力差，全然没有发觉
前面道口亮起的警示信号灯和火车
通过的轰隆声，当其将车开到近前
发现有火车通过时，吓得连刹车都
不知道了，遂径直开车撞了上去。由
于当时吕某系着安全带，安全气囊
打开，所幸只是受了点轻微伤，并无
大碍。

醉汉半夜驾车
撞上运行火车

本报枣庄10月23日讯 (记者
张冬梅) 本报10月22日C03版

刊登《谁来为他们的十年债款买
单》一文，报道了欠款煤矿关停、
清算组解散，12名市民追债无门
一事。23日，记者进一步采访了解
到，当事市民认为欠款应该由滕

州市木石镇政府承担，但是当时
清算小组的组长则认为市民起诉
的是滕州市木石煤矿资产清算
组，现在清算组解散，不是市民想
让谁承担责任谁就要承担责任
的，必须有法律依据，甚至市民可
以再次起诉。

23日，记者再次见到了原滕
州市木石煤矿资产清算组组长、
现任木石镇鲁南高科技化工园
区管委第一副主任的徐云端。徐
云端告诉记者，木石煤矿是一个

集体性质的企业，属于木石镇独
资企业，但拥有独立的法人，当
时清算组实在没有钱再支付他
们的债务，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
的，如果市民有疑义，可以向法
院起诉木石镇政府。“主要是这
个债务的确不是木石镇政府的，
另外我只是当时的一名工作人
员，没有权利去做其他决定，我
也很为他们着急，但是希望他们
能够通过正式途径解决。”徐云
端说。

随后，记者咨询了多名资深
律师，他们也都希望这12名市民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问
题，另外，他们也提出当时木石
煤矿虽然是被吊销的企业，但是
不是走了正规的法律程序，有没
有合法的法律文书，而且清算组
由政府组织，这就是一种政府行
为，如果没有走正规的法律程
序，市民是可以进行起诉的，如
果木石镇政府有正规的手续，其
实他们完全可以将当时的文件以

及账目拿出来向市民公示，毕竟
这不是秘密，市民是有知情权的。

针对为什么这12名市民没有
再起诉，当事市民告诉记者，他们
也很想起诉，但是实在没钱了，每
次起诉都要花费很多，上次的诉
讼费用虽然判给了清算组，但迄
今没有人支付。“10年了，我们就
是想要弄个明白，我们的钱到底
该去找谁要，我们不想给政府添
麻烦，但是生活所迫，我们只想要
回自己的钱。”

下市场
宣传用电

随着“三秋”工作结束，
近期滕州市各乡镇的农贸物
资交流会逐渐增多。枣庄供
电公司抓住赶秋会的农村居
民聚集、便于加强安全用电
知识教育和宣传的时机，发
动基层供电所的员工上会向
农民群众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材料。

本报通讯员 班开超
王葳 摄影报道

滕滕州州事事业业编编面面试试时时间间敲敲定定
五十名考生递补获面试资格

本报枣庄10月23日讯
(记者 甘倩茹 ) 滕州市
事业编面试时间敲定，通
过笔试的考生将于2 7日至
2 9日进行面试。进入面试
(说课 )的人员因弃权或取
消资格造成的空缺，按照
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
次递补，递补名单显示 5 0

人将进行递补面试。
在滕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2 3日公布的递
补名单中，综合类考生递
补 2 4 人 ，研 究 生 类 递 补 7

人，教育类递补19人。通过

笔试的人员将于2 7日至2 9

日在滕州市委党校分组进
行面试，面试人员需在面
试开始前3 0分钟到点名处
集合。在面试之前的 2 4日
和 2 5日，考生凭身份证到
人力资源市场领取《面试
通知书》，同时缴纳面试考
务费70元。

另外，报考镇 (街道 )下
属事业单位A普通管理岗
位和镇街卫生院专业技术
1岗位的考生，现场面试成
绩乘修正系数后为面试最
后成绩。

考生为准备面试

花千元置办行头

滕州事业编考试笔试成绩
出来后，通过笔试的考生开始置
办面试行头。23日，记者走访几
家大型正装店，店中适合刚毕业
学生的瘦版衣服几乎销售一空。

位于大同路的男装店里，不
少年轻人在试装。销售人员介
绍，晚上时人会更多一些。“现在
滕州事业编要面试了，很多人来
买正装。”销售人员说。陪男朋友

前来试装的吴女士说：“现在来
买也有点晚了，店里要么没有小
号了，要么小号只剩下贵的。”最
终，他们花了近两千元买了一身
西装、一件衬衣和一条领带。吴
女士表示还要再买一双新鞋，怎
么也要花四五百块钱。位于荆河
路新郎希努尔的店里，销售人员
表示这几天因事业编面试，西装
销量很好。 本报记者 甘倩茹

级索派出所“四个突出”
做好社会治安防控和维稳工
作。一、突出情报信息搜集报
送。深入辖区开展搜集工作，
掌握信息线索，研判可能影响
治安稳定的苗头性问题，及早
处置，及时报送。二、突出辖区
情报信息传递。加强各警区之
间的信息协调、沟通，传递动
态信息，对辖区形势形成大监
管。三、突出多发案件分析研
判。对发案特点进行及时梳
理、分析、研究、结合各种重点
打击案件为串并重点，通过侦
查，扩展范围，有效控制减少
案件发生。四、突出重点信息
预警研判。加强对重点区域、
人员、案件的信息研判，发布
预警信息。

(孔 杰)

级索派出所
“四个突出”做好情报信息工作

2013年9月17日上午，薛城区

人民检察院干警王蕾、秦宏彬、

李超、李宜良一行四人走进枣庄

十九中学，为700余名师生送去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制报告会。

报告会上，王蕾检察官结合自己

长期在一线办案的经验和体会，

以《七种习惯与三大困境》为题，

结合青少年的特点，用一个个鲜

活的实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

告诉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怎样

远离危害，养成良好习惯；秦宏

彬检察官的《守护梦想》从内外

兼修的角度为同学们如何更好

地选择梦想、守护梦想指明了方

向。报告结束后，检察官们走进

课堂向学生赠送法制教育资料

并亲切交流。

薛城区检察院自从在枣庄

十九中设立“关爱未成年人教育

基地”以来，定期开展法律知识

宣传活动，促进了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 (李忠敬)

近日，枣庄十九中以第三十

三个世界粮食日为契机，认真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

活动。

一是利用国旗下讲话让学

生了解开展爱粮节粮、反对浪费

的意义；二是利用学校宣传栏、

班级黑板报开展“爱惜粮食、节

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三是开

展“爱粮节粮”主题班会活动。详

细介绍世界粮食日的来历和主

题，了解我国的粮食生产、消费

状况，鼓励学生从现在做起，将

“光盘行动”落实到每一次饭餐；

四是组织学生会开展校园爱惜

粮食，节约粮食大检查；五是开

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号召全体

学生在从我做起的同时，督促父

母等家庭成员爱惜粮食、节约粮

食，发挥好“小宣传员”作用，把

爱粮节粮主题教育活动推向深

入，带动家庭参与节约型社会的

建设。 (李忠敬)

薛薛城城区区人人民民检检察察院院
法制报告走进枣庄十九中学

勤勤俭俭节节约约，，从从我我做做起起
枣庄十九中组织开展“爱粮节粮”主题教育活动

瑞捷教育个性化辅导

弥补“大锅饭”缺陷

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将陆
续迎来升入新年级以来的非常重
要的一次大考——— 期中考试。很
多学生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
复习，在瑞捷教育，很多学生却信
心百倍。个性化辅导弥补了课堂
上的缺陷，使很多学生短期内迎
头赶上，成为尖子生。

今年升入初三的徐同学，是
瑞捷教育的一名学员，他在暑假
时上过1对1辅导课程，仅用了2个
月的时间，数学成绩就飞升了 8 0

分。瑞捷教育的老师说，初中阶段
学习，只要找对方法，就能很轻松
地学懂掌握。期中考试前，除了对
学过的知识进行全面的复习外，
还应注意收集自己的典型错误和

不会做的题目，有针对性地对自
己的弱势题型进行强攻。

瑞捷教育的高中学员占到
60%以上，多年的教学成果显示了
成绩提高率高达96%。瑞捷教育的
老师提醒：把高中三年的试卷都
保存下来，把每次的错题记到一
个专门的错题本上，每次考前翻
翻错题本做好复习，避免再犯相
同的错误。

广大家长和学生只要前来报
名 ，即 可 有 机 会 免 费 领 取 价 值
4980元的瑞捷教育专业定制版学
习工具--赢Pad平板电脑！还有机
会领取瑞捷期中考试密卷、参加
试学活动、汉字听写大赛等，详
询：0632-361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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