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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枣庄庄五五项项目目入入选选省省重重点点
山亭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入选

本报枣庄 4月 1 4日讯 (记
者 杨兵三 ) 近日，山东省
政府公布 2 0 1 4年省重点建设
项目名单，其中，枣庄市山亭
区养老服务中心、山东穆拉德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石榴
种植及深加工等五项目入选。

据了解，山东省政府公布
的 2 0 1 4年省重点项目名单中
共 1 0 8个项目，其中枣庄市山
亭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山东穆拉德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石榴种植及深加工建
设项目、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枣
庄发布文化创意中心建设项
目等五个项目入选。

山东穆拉德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石榴种植及深加
工建设项目是由诺贝尔奖获
得者弗里德·穆拉德投资建
设，总投资3 0亿元，其中计划
年产石榴饮料 1 1 万吨、原汁

2880吨、精油120吨。
另外，上海大世界基尼

斯枣庄发布文化创意中心建
设项目由上海大世界基尼斯
总部与枣庄市市中区政府开
展全面战略合作而运作建设
的一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也是基尼斯总部在国内设立
的 唯 一 一 个 基 地 。项 目 于
2 0 1 3年底开始建设，建设期 3

年。

山东华电国际十里泉电
厂“上大压小”扩建项目规划
建设2× 60万千瓦级超超临界
抽凝供热机组，第一台扩建机
组已取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文
件，计划于 2 0 1 4年 7月开工建
设，2 0 1 5年1 2月投产发电。第
二台扩建机组开展前期工作
的请示已分别由华电集团公
司、山东省发改委上报国家能
源局。

峄城一学校建立“书信超市”

万万封封亲亲笔笔信信拉拉近近师师生生情情

伪伪造造公公章章想想混混过过年年审审关关
偷鸡不成反蚀米，违章车主被处罚

本报枣庄 4月 1 4日讯 (记
者 贾晓雪 通讯员 张松

殷允阔 ) 近日，一货车司
机因营运证到期未年审，便
私自找人花钱加盖伪造年审
章，试图逃过执法人员的检
查，结果因伪造营运证件被
处罚。

1 1 日，薛城区交通运输
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在执行任

务时，在检查鲁D-3 3XXX货
车时发现该车的营运证有伪
造的嫌疑。执法人员向车主
询问，车主镇定自若的表示，
该证肯定是真的，不信可以
到 他 们 当 地 的 运 管 部 门 去
查。执法人员马上向当地的
运管部门查询，通过查询营
运证号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号，证件号码都是对的。但

执法人员在营运证年审日期
上发现有差错，证件上年审
日期有效期至 2 0 1 3年 1 0月 1 7

日，经查询运管部门，实际年
审有效期至 2 0 1 2年 9月 3 0日，
该证件为变造证件。在事实
面前，车主终于道出了实情，
原来，这位车主的道路运输
证到期未年审，看到路边的
小广告便花钱加盖了伪造年

审章，本想拿来蒙混过关，没
想到却因此事受到伪造营运
证的处罚。

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第六十五条
第一款及《山东省交通运输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
准》认定其违章行为属于情
节与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给
予车主罚款的行政处罚。

拿起热线
你问我答
关键词：老年证

市民：目前居住于薛城，但是户口
在枣庄市区，想办理老年证，不知是在
户口所在地办理还是在薛城办理？

记者咨询：枣庄市老龄办工作人
员介绍，在薛城区临山公园门口有个
薛城区老年服务中心，张先生可携带
身份证和一张一寸照片到该处办理。

关键词：抚养权
市民：夫妻双方离婚，现有一个不

到3岁的小女孩，想把孩子判给父亲一
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记者咨询：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介绍，孩子超过2周岁就可以判定，2周岁
以内的归母亲一方抚养，超过2周岁的，
要看哪一方的条件比较好。如果父亲这
一方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就要看他是
否有固定的收入，以及孩子出生后哪一
方照看的时间长，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定。

关键词：公交车
市民：11路公交车广场方向由于

运行距离长，车次少，乘客多，经常晚
点，是否能增加车次。

记者咨询：枣庄市公交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11路公交车途经的地方
为市区最拥挤的地方，并不是车辆停
靠在公交公司闲着不发车，增加车辆
不是一个小问题，所以会就市民反映
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征求解决办法。

本报记者 贾晓雪 整理

本报记者 杨霄
本报通讯员 孙晋之 朱勇

大量复制转发的手
机短信，简短而没有意义
的网聊，没有温度缺乏感
情的短信交流，传统通信
方式几乎消失殆尽。而在
峄城区棠阴中学，学生、
家长、老师三者之间却通
过传统的手写书信进行
交流，据了解，学校的书
信超市自创立以来，通信
量已超过一万封。

网络时代，联系方便了，人和人却淡漠了

如今网络上流行这么一句
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
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
当今社会中，很多人手机不离
手。在微信、微博当道的今天，手
写书信似乎已经被挤出了这个
时代。

而那种传统的手写纸质书
信的真实感却让不少市民很怀

念。市民张先生在上中学时曾交
过笔友，“80后”的张先生说，他
和笔友的书信往来非常多，当时
达到每周一封甚至有时都三封。

“我不知道曾经交过的笔友现在
怎么样了，很久没有再跟他写信
了。”张先生显得有些落寞，信息
时代虽然带来了便利，但是和笔
友的书信却越来越少，现在已经

没有了。“上学时常常写信，现在
每天对着电脑，那个手写书信的
年代非常令人怀念。”

一位市民对手写书信情有
独钟，“收到信的时候，一展开就
会觉得特别亲切，看到文字在纸
上呈现，觉得心里特别温暖，而
且我觉得写在纸上的信每一个
字都是带有感情的。”大学刚毕

业的小陈对手写信有着特殊的
感情，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她经
常与原来的同学写信交流，但是
后来就不再写了，“手写信里总
是透露着朴实的感情，将信寄出
去的时候便开始期待对方能尽
快收到信，而收到一封从远方来
的信，那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激
动。”

2014款奔腾B90荣耀
枣庄亿丰上市

12日，以“T动力 更具吸引力”为
主题的2014款奔腾B90枣庄上市发布
会在枣庄亿丰4S店隆重开启。此次
2014款奔腾B90共发布了2 . 0T、1 . 8T

两个排量六款车型，全车型搭载了
中国一汽全新T动力——— 4GC系列高
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售价为14 . 58万
元至20.18万元。

作为奔腾品牌旗舰，2014款奔
腾B90融合中国一汽几十年的技术
积淀，代表了目前国内最为领先的
制造工艺和科技水平，同时成为奔
腾品牌第一个正式搭载T动力的车
型。其更富激情的驾乘体验以及更
为强大的科技实力，同时也宣告整
个奔腾品牌正式迈入科技驱动的全
新T时代。

东风悦达起亚K3S
枣庄征骋上市

备受瞩目的东风悦达起亚K3S

于4月13日枣庄地区型动上市，该款
车传承了Design Kia设计语言赋予K

系列车型的动感基因。
由长腿欧巴李敏镐代言的K3S

共有6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0 . 18万至
14 . 38万，车身拥有透明白、新雅蓝、
暗樱红等七种颜色并提供全黑、黑米
和黑棕三种内饰风格，为消费者带来
更多选择。K3S的目标人群是年轻一
代，东风悦达起亚启用韩国最具人气
的亚洲男神李敏镐为代言人，他与同
样深具明星气质的K3S互相辉映且
高度契合，掀起一场五门时尚车型的
新风潮。

手写信融化冷漠坚冰，让师生家长更近

在峄城棠阴中学，开设了一
座特殊的超市——— 书信超市。学
校的书信超市的“心灵解惑信
箱”里每天都会收到信件，而且
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学生写给老
师的信件是否已经回复，学生能
看到。学校的书信超市由学生志
愿者和一名老师作为专门的管
理人员，负责信件的收集和投

递。
负责书信超市收发信件的

孙守镇老师介绍，每天书信超市
的小信箱都会收到信件，学生在
生活中或者学习中遇到问题，不
方便当面跟老师进行交流，可以
通过书信与老师沟通。“学生给
老师写信，一方面打开了沟通的
心门，另一方面来说，书信这种

方式比起网络、聊天软件更真
挚，让学生不再感觉到冷漠。”

据峄城区棠阴中学朱校长
介绍，现代社会中，网络等媒介
虽然对通信有着深刻影响，技术
因素在生活中也越来越显示出
绝对的优势。但是传统书信所用
的优美的修辞、亲切的笔迹，使
书信成为一种简便实用易操作

的沟通方式，而且书信也是一种
传统文化。“现在让学生写信也
是一种锻炼，对于学生写作能力
提高有一定的帮助，书信在抒发
感情时更直接、更有优势，并且
带有感情的文字以书信的形式
写出来，能为我们珍藏住美好，
唤醒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
爱。”

图为学生向信箱内投放信件。 本报记者 杨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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