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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9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李国栋 ) 城
市违法建设治理行动启动以
来，济宁高新区拆除各类违建，
累计拆除16 . 66万平方米，进度
51 . 45%，在全市位列第二名。

在去年年底排查摸底的基
础上，济宁高新区对排查摸底
数据再次进行全面核查。采用
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进门入
户、现场测量等方法和措施，核

查工作落实到村居、社区、园
区，具体到每一块土地、每一个
项目、每一处建筑，应查尽查，
不留死角，做到不错、不漏、不
重，逐级填写上报，层层审核把
关，共排查违法建设33万平米。

在违法建设治理行动中，
济宁高新区成立高规格的违建
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制定出台
系列相关文件，确保完成2017
年底80%以上的任务目标。其
中对新增违法建设实施“零容
忍”管理，通过推行“全天候”、

“全覆盖”巡查，对新增违法建
设做到了“即查即拆”。第一季
度共拆除新增违法建设0 . 71万

平方米，新增违法建设拆除率
达到100%。

对存量违法建设坚持分类
处置，依法治理。对其中违反规
划强制性内容、严重影响市容
市貌、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建
设，先自拆后强拆。截至目前，
共拆除存量违法建设 4 7处，
1 6 . 6 6 万 平 方 米 ，进 度 为
51 . 45%，查处面积和查处季度
都位居全市第二名。3月份，济
宁高新区柳行街道办事处、执
法、公安等有关部门对巡查发
现的天玺小区楼顶违建进行了
彻底拆除，这是济宁市首次高
层违建强制拆除作业。

本报济宁5月9日讯(记者
于伟 孟杰 通讯员 倪雪
梅) 6日，济宁高新区图书馆
开展“快乐魔方”公益课堂活
动，吸引60多名小朋友现场体
验魔方复位乐趣。

在活动现场，来自济东小
学的魔方志愿者向孩子们展示
魔方复位的神奇速度，仅用十

几秒魔方便迅速复原，令在座
的孩子们直呼惊奇。随后，志愿
者们讲述魔方的历史、结构等
基础知识，让孩子们迅速掌握
魔方的构造名称以及转动方法
和技巧。

由于新接触魔方的孩子不
在少数，在练习的动作上稍显
生疏。志愿者介绍，想要快速的

将一只打乱的魔方复原，只需
要10节课的学习时间。

目前，济宁高新区图书馆
本周免费公益活动正在报名
中，13日上午10：00的科学课
堂——— 魔方；13日上午10：00，
国学经典诵读；14日上午10：
30，红袋鼠故事屋之母亲节的
礼物。

本报济宁5月9日讯 (记者
于伟 ) 济宁高新区开展

餐饮服务业油烟治理工作，
治理范围及区域内餐饮服务
业经营者和单位食堂全部安
装 并 正 常 运 行 油 烟 净 化 设
施，油烟排放三年内全面实
现达标排放，建成“最美最清
洁高新区”。

本次治理范围为全区建成
区范围内所有油烟排放不达标
的餐饮服务场所和单位食堂，
黄屯街道作为开展餐饮服务业
油烟治理的试点。

治理任务涉及5个方面。治
理店外经营、占道经营、露天烧
烤等造成油烟污染的行为。全
面取缔非法占用道路、公共场
所的露天烧烤摊点，全面推广
使用无烟烧烤炉具；依法整治
餐饮业店外经营、占道经营造

成油烟污染的行为，确保餐饮
油烟达标排放。

治理餐饮服务业经营者、
单位食堂的油烟超标排放行
为。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
餐饮服务业经营门店、场所、单
位食堂限期安装使用油烟净化
设施并保持正常运行；已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不能达标排放
的，限期采取整改措施并保证
其正常运行。鼓励餐饮服务业
经营者和单位食堂实施整体改
造，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排气烟
道不得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环境
及市容市貌。

规范新建、改建、扩建餐饮
项目环保审批行为。所有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烟的餐饮服
务门店在开工前，必须先办理
环评审批手续，经营前必须安
装符合山东省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的油烟净化设施；未安装
或安装后达不到油烟排放标准
的，市场监管、环保等部门不予
办理验收、经营等许可手续。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在全
区餐饮服务业范围内积极推广
使用电力、天然气、优质兰炭等
清洁能源，严禁使用高污染燃
煤，依法取缔餐饮服务业经营
者和单位食堂的高污染燃煤炉
灶。

加强油烟监控监测。在大
型餐饮服务场所和餐饮油烟污
染排放集中区域安装监控设
备，实时监控油烟排放，监测餐
饮服务业油烟污染指数。对排
放不达标或者不及时清理净化
装置的限期整改，对超标排放
整改不力的停业整改，对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但不正常运行的
依法予以处罚。

本报济宁5月9日讯(记
者 于伟 通讯员 李鹏)

济宁市审计局高新区分
局日前启动2016年度村级
财务审计工作。目前，各审
计小组已陆续进点开展工
作，2016年度村级财务审计
工作全面铺开。

此次审计涉及高新区
117个行政村，主要检查2014
年初至2016年末三年的财
务收支情况，重大问题追溯
相关年度，重要事项延伸至
审计日。审计将重点关注村
级事务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情

况，是否搞个人说了算、“家
长制”、“一言堂”等；村级财
务收支和债权债务情况，是
否存在瞒报集体收入、私债
公还、假发票入账等；上级
惠农政策资金落实情况，是
否存在虚报冒领支农专项
补贴、“一事一议”资金，落
实政策优亲厚友、显失公平
等；农村“三资”管理使用情
况，是否存在低价发包、“寅
吃卯粮”等。

此外还将对2015年以
来审计整改落实情况开展
一次“回头看”，确保审计结
果有效执行。

本报济宁5月9日讯(记
者 孟杰 通讯员 李洁)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日前
举办首届“物理杯”美国高
中 物 理 竞 赛 ( P h y s i c s
Bowl)，国际部的35名学生
在竞赛中展现了强大实
力。这标志着学校成为我
省继济南外国语学校、青
岛二中等学校之后的第4家
和“物理杯”合作学校。

“物理杯”高中物理竞
赛由“美国物理教师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 s i c s T e a c h e r s，简称

AAPT)主办，试题由协会
注册的美国大学物理教授
和教学经验丰富的高中物
理老师组成的理事会出题
和评审。该项赛事是美国
最具影响力的高中物理竞
赛之一，每年有超过5000名
美国优秀的高中学生参
加，广受美国名校青睐。

除了美国“物理杯”，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将会陆
续引进美国区域数学联赛
(ARML)、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新星挑战赛(RSC3)等更
多的国际赛事。

6日，广安集团在济宁技师学院举办集
团第二届趣味运动会，设有毛毛虫竞速、指
压板跳大绳等4个比赛项目，彰显趣味与团
队意识。图为员工进行毛毛虫竞速PK。

本报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孟飞 摄

本报济宁5月9日讯(记
者 孟杰 通讯员 刘璇)
5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培训活动在“创客驾到”
众创空间成功举办，60余家
企业代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从财务基础
及税务法规入手，剖析了
企业所得税报表，向参会
人员讲解了汇算清缴工作
的具体内容及税务自查方

法，并对近年来的税收优
惠政策做了统一介绍。

本次活动由创达公司
主办。公司还将根据企业
实际需求，举办更多服务
于企业发展的活动，邀请
具有实操经验的讲师为企
业答疑解惑，为企业发展
渠道的拓宽、管理的优化、
政策的咨询分析提供更好
的帮助。

济宁高新区拆除违建进度全市第二名

新新增增违违法法建建设设即即查查即即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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