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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本报 6 月 30 日讯(记者
李玉涛 )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
委获悉，今年全市将完成 1194

户农村危房改造。自 2012 年实
施危房改造以来，日照市已累
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5820 户。

按 照 我 省 提 前 下 达 的
2014 年资金预算指标，日照市
今年的危房改造任务为 1194

户。其中，东港区 280 户、岚山
区 200 户、莒县 300 户、五莲县
300 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74

户、日照国际海洋城 40 户。

据了解，农村危房改造分
原址重建、修缮加固、集中改
造三种方式。补助对象重点
是，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分散
供养的五保户、低保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和其他贫困户，优
先解决住房最危险、经济最困
难农户最基本安全住房要求。
对鉴定为 C 级危房的，原则上
进行修缮加固，鉴定为 D 级危
房的，原则上进行重建。

根据要求，原则上，改造
后住房建筑面积要达到人均

13 平方米以上；户均建筑面积
控制在 60 平方米以内，可根据
家庭人数适当调整，但 3 人以
上农户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
超过 18 平方米。

据介绍，农村危房改造资
金以农户自筹为主，中央、省、
市各级政府补助为辅，多渠道
筹集改造资金。

“中央平均每户补助 7500

元，省财政根据年度工作考核
和地方财力等情况每年确定
各市、县补助标准。”日照市住

建委一名工作人员说，最近两
年，日照市市辖各区平均每户
补助 4000 元，五莲县和莒县平
均每户补助 5190 元— 8800 元
不等。

据介绍，各区县的咨询电
话也已公布，东港区住建局村
镇科：3386157；岚山区住建局
村镇科：2930938；莒县住建局
村镇科：6265883；五莲县住建
局村镇科：5213591；山海天住
建局村镇科：8316076；海洋城
住建局村镇科：2950026。

今今年年全全市市改改造造农农村村危危房房 11119944 户户
近两年日照已完成 5820 户改造

记者了解到，所有农村危改
项目，从最初申请到竣工验收，
必须严格履行七道程序。

一是个人申请，由符合条件
的农户向所在村委会书面申请。

二是集体评议，村委会接到
申请后必须召开村民大会或村
民代表会议进行评议，初定危改
对象，在村务公开栏公示。

三是入户审核，乡镇政府接
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要及时

审核，审核结果要在乡镇政府政
务公开栏公示。

四是县级审批，县里接到乡
镇上报的材料后，要组织人员实
地进行房屋鉴定核查，研究确定
资助方式和补助标准，审批结果
要在村务公开栏公示。

五是签订协议，县里审定
后，要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
危改户三方签定危房改造协
议，明确改造方式、开竣工时

间、补助资金及拨付方式等内
容。

六是组织改造，原则上由危
改户联系施工队伍自行改造，也
可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组织统
一改造。

七是竣工验收，危改项目竣
工后，由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牵头，发改、财政、民政等部门
参与检查验收。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农村危房补助改造

须经 7 道程序

新闻助读

本报 6 月 30 日讯(记者
化玉军 ) 五莲面向全社会进
行林地认建认养了。单位和个
人可以认建认养近 3000 亩林
地，范围包括城乡公共绿地、生
态公益林、风景林、绿色通道以
及古树名木等。据日照市林业
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样大
规模的认建认养活动，在日照
市尚属首次。

6 月 27 日上午，五莲县举
行林木认建认养工作新闻发布
会。根据五莲县出台的《五莲县
林木认建认养管理办法》，面向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
通过以工代劳或投工投劳等形
式，开展一定数量或面积的林
木建设、养护及管理。

此次可认养认建地块有
3 3 4 省道县城西段和高管路
2014 年度新栽植林地(不包括
经济林和已承包出去的苗圃
地)，以及潮白河水利景观工程
南岸绿地地块，共近 3000 亩林
地。前者认养费用为每亩每年
500 元。潮白河水利景观工程
南岸的绿地确定的认建范围是
白鹤桥至大村滚水桥，长 2060

米，共分为四个区段，认建内容
为栽植本地树种绿化苗木及地
被植物，搞好日常管护，认建费
用为 180 万元；确定白鹤桥至
叩官桥 6900 米为认养范围，共
分十二个区段，认养内容为增
加地被植物及苗木密度，搞好
日常管护，认养费用为 580 万
元。

此外，五莲县境内的 178

棵名木古树面向社会公开认建
认养，其中包括五百多年的银
杏、三百多年的圆柏、侧柏、一
百多年的玉兰等名木。

此次认建认养，个人出资
500 元以上、单位团体达 1 万元
以上的，授予认建认养证书并
挂牌纪念。林木连续认建认养
出资金额累积个人达 1 万元以
上、单位 30 万元以上的，可以
取得该林木的冠名权。认建认
养古树名木的，可以设置认建
认养期限标志牌。

五莲县林木认建认养工作
面向全社会进行，有认建认养
意愿的单位、个人可以与五莲
县 林 业 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0633 — 5213143。

五五莲莲550000多多岁岁银银杏杏树树等等您您认认养养
单位和个人还可认建近3000亩林地，可获冠名权

本报 6 月 30 日讯(记者
李玉涛 )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
委获悉，7 月 1 日至 14 日，胶
南路全程封闭施工，过往车辆
和行人请注意绕行。

去年 12 月 18 日起，淄博路
与威海路路口封闭施工，从威
海路行驶的车辆需绕行荣成路

再往南借道临时道路到达威海
路。这条临时道路即是胶南路。

30 日，记者注意到，胶南
路虽然是一条土路，长不足
200 米，但周边有城建花园、新
城花园等小区，南侧还有新营
小学及新营中学，车流量并不
小，尤其是在上下班期间。

记者了解到，从 7 月 1 日
起至 14 日，胶南路也将全封闭
施工。想从济南路向南沿威海
路直行的车辆需从荣成路绕
行至烟台路。从威海路往北直
行的车辆需绕行胶州路至烟
台路。

“中小学马上就要放假

了，趁着放假，抓紧把这条路
修好。”日照市住建委城建科
一名工作人员说，胶南路是一
条城市规划道路，此次封闭施
工将摊铺沥青硬化道路，修建
人行道等。他也提醒来往车辆
和行人最好提前规划好绕行
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胶胶南南路路今今起起封封闭闭施施工工请请注注意意绕绕行行
工期为 7 月 1 日-14 日，趁学生放假期间硬化路面

村村民民在在家家门门口口就就能能免免费费学学书书法法绘绘画画
日照市开展公益文化走基层活动

为进一减少建筑工地的扬尘
污染，荣安广场施工现场安装了 80

余个雾化喷淋设施，每隔 2 米在脚
手架外搭一个喷淋管。

这些喷淋设施所用的水大部
分来自雨水回收利用系统，据介
绍，这样的喷淋设施造价很低，每
个工地都可以做到，但对于降尘却
有很好的效果。

本报记者 李玉涛 通讯员
秦子琦 摄影报道

雾化喷淋
首现工地

本报讯 为加强涉农资金监
管，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近日，日
照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抽调业务
骨干组成检查组，对 2013 年以来的
政策性涉农资金与项目补助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检查采取听汇报、查阅台账、
实地查看等方式，深入两街道村
居、农户及项目实施单位对良种补
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库区移民补贴
等涉农补贴资金 786 万元进行了详
细核查，对 14 个涉农项目扶持资
金 225 万元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
跟踪问效，真正做到了项目实施事
前有规划有预算。

(卢立廷 尹珊珊)

加强涉农资金监管
保障惠农政策落实

五莲扩建变电站
服务石材业发展

本报 6 月 30 日讯(通讯员 张
善伟 甄增) 6 月 27 日，在完成全
部启动送电程序后，五莲县供电公
司位于石材工业园的 110 千伏户岭
变电站扩建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正
式投入运行。

五莲县石材产业园区是五莲
县政府着力打造“江北最大的石材
产业园区”，将原先的分布零散的
石材加工企业整合，做大、做强，形
成规模化、产业化。110 千伏户岭变
电站是五莲县石材产业园主要电
源，于 2012 年投运，安装 1 台 50000

千伏安主变压器。
为满足该地区用电负荷快速

增长的需要，五莲县供电公司对变
电站进行二期扩建，新上一台50000

千伏安主变，安装21面10千伏开关
柜及电容器

该工程于4月25日开工，5月30

日土建部分竣工；设备安装工作自
5月30日开始，工程施工人员牺牲节
假日和休息时间，经过近一个月的
努力，圆满完成各项安装、调试、试
验任务，工程于 6 月 25 日通过市公
司组织的验收，27 日启动送电，比
原计划提前近两个月竣工。

日照保税物流中心
设立公用型仓库

本报 6 月 30 日讯(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李倩楠) 6 月 30 日，经

青岛海关批准，日照保税物流中心
有限公司在日照港内设立公用型
保税仓库。

日照物流公用型保税仓库，面
积 4 .6 万平方米，以铁矿石、煤炭等
货物的保税仓储业务为主。保税仓
库是指经海关核准的专门存放保
税货物的专用仓库，可以存放加工
贸易进口货物、转口货物、外商暂
存货物等七大类货物。

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可享受
暂免交进口税款、暂免领进口许可
证等政策。

补助对象重点是，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分散供养的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其他贫困户，优先解
决住房最危险、经济最困难农户最基本安全住房要求。对鉴定为 C 级危房的，原则上进行修缮加固，鉴定为 D 级
危房的，原则上进行重建。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张永
斌) 6月30日，“送文化·进万家”
日照市公益文化走基层活动公
益培训基地挂牌仪式在东港区
河山镇申家坡村社区举行。

6 月 30 日下午，在东港区河
山镇申家坡村社区，几十位附近
村民在跟着专业舞蹈老师学习
广场舞。

“我们每天晚上聚集在社区
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跳广场舞。我
很喜欢。”一位居民说。

在活动室，几位书画作者正
在挥毫泼墨，为社区村民奉献了
不少书画作品。

此次，日照市群众艺术馆将
在日照市7个区县挂牌成立15个
基层文化培训基地，并派专业老
师进行广场舞培训，赠送便携式
音响。 6 月 30 日，在河山镇申家坡村社区，村民跟随老师学习广场舞。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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