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岁以上老人已占全市人口 14%

临沂各界情暖“夕阳红”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通

讯员 杨西高 记者 张纪

珍 ) 1 6 日是我国的传统节

日——— 重阳节，连日来，临沂
各界纷纷举办庆祝活动，为老

年人送去关爱。

15 日，临沂市老龄委、市

慈善总会等联合举行慈善助

老活动，为 100 名孤寡特困老

人和 100 名百岁老人每人发

放 1000 元救助金和慰问金，

帮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同日，临沂驻城老年人运

动会暨老人节庆祝活动举行，

运动会上，来自全市各地的两

千多名老年人参加太极拳、健

身球操、秧歌、腰鼓和民间秧
歌等五个表演项目，以及门

球、钓鱼和太极拳、剑等三个

竞赛项目。

据统计，目前，临沂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145 . 3 万，占全市人口的 14%，

老龄人口正以年均 5 . 6% 的速

度递增，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

后临沂市将深入贯彻“党政主

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

龄工作方针，落实老年人的社

会保障政策，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大

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美德，

多向老年人奉献爱心，让老年

人得到更多实惠，享有更多的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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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境外上市企业达 20 家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纪珍 )日前，沂

水县龙岗集团，成功登陆

美国股市。这是临沂市第

2 0 家境外上市企业。自

此，临沂市成为全国境外

上市企业家数最多的地级

市。

除龙岗集团外，临沂

市此前已有 19 家企业分

别在新加坡交易所、香港

交易所、马来西亚吉隆坡

主板等 8 个证券市场上

市，融资 11 . 2 亿美元，累

计调回资金 7 . 3 亿美元，

返程投资率 65 . 2% ，在新

加坡证交所形成了知名度

较高的“临沂板块”。

企业的境外上市，有

力地带动了机械、食品、

物流、化工、能源、医药等

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沂蒙资讯◎

本报 1 0 月 1 7 日讯

(通讯员 朱飞 记者 田

慧)记者从农业部门了解到，

到 10 月 15 日，全市已播种

小麦 470 万亩，占计划播种

面积的 85% 。自 9 月中旬以
来，临沂市一个多月时间基

本无有效降雨，加之气温
高，土壤失墒快，旱情持续

发展，给后期小麦播种造成

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今年临沂市小麦

播种动手早，播种及时，但

当前看，秋种形势不容乐

观。目前小麦适播期已过，

临沂市仍有 80 万亩小麦没

有播种，除 20 万亩稻茬麦可

以播种外，预计有 60 万亩小

麦不抗旱造墒将无法播种，

而且这部分麦田抗旱的难

度很大，如干旱持续，到 10

月底仍无有效降雨，临沂市

今年的小麦播种面积极有

可能比去年减少。

另外 10 月 6 日以前抢

墒播种的 220 万亩小麦，有

些山岭地已出现旱情，需要

进行抗旱浇水。全市还有
1 3 0 万亩小麦属于欠墒播

种，小麦因旱出苗困难。

面对当前持续干旱的

形势，农业部门迅速开展抗

旱秋种扫尾和抗旱保苗工
作，力争在 10 月 20 日前完

成秋种工作任务，为明年夏
粮丰收打好基础。

旱情拖了秋种“后腿”

80 万亩小麦盼雨待种

竣工项目需先过安检关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通讯员 郇蕾 记者 刘

海蒙)临沂市住建委、临沂

市监察局近日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本月对在全市范

围内对 2 0 0 9 年竣工和

2010 年在建、竣工的工程

项目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

出问题检查，以进一步加

强建筑市场管理，营造更

加良好的建筑市场秩序。

此次检查内容包括建

筑市场综合执法、建筑节能

及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等 13 个方面。检查中，将分

别从各县区提供的工程项

目台账中随机抽取 5-6个工

程，其中住宅小区工程 1个，

乡镇工程 1 个，装饰装修工

程 1 个，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项目 1 个，太阳能建筑

一体化项目 1个。

检查结束后，将汇总情

况，进行反馈，对检查中存在

隐患的工程项目和违反基

本建设程序的，给予通报批

评，限期整改，严重的给予行

政处罚并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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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社区

居民来问计

10 月 15 日，在“本报记者社区行走进大官苑”活动现场，义诊、记者帮办、

理财等活动吸引了许多社区居民。图为社区居民咨询帮办记者。更多报道详见
C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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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公里县乡公路“换新颜”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通讯员 李先锋 黄蕾

记者 王健)为巩固和扩大

“村村通”建设的成果，市

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县乡公路环境综

合整治活动，已有 736 公里

县乡公路“旧貌换新颜”，

预计今年完成 800 公里整

治任务。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81 条县乡公路 1455 . 8 公里

开始了整治，累计完成路

面改造和大中修 415 公里，

修整、培护路肩 686 . 5 公

里，维修桥涵 88 座，共有

42 条道路 736 . 2 公里完成

了整治，占年度计划的 92

% ，预计可超额完成今年

800 公里整治任务。

省残运会临沂获佳绩

奖牌总分均暂列第一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孟君)记者从市残联获悉，正在进

行的山东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已结束了集体比赛项目，目前临

沂代表团分别以奖牌 40 枚和总分

385 分位于第一名。

本届省残运会共设 11 个球类

项目，临沂市派出了由 105 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其中，参加男女坐式

排球、男女轮椅篮球的四个队伍
分别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盲人

足球夺得亚军，聋人篮球女队和

脑瘫足球获得季军。

市残联副理事长朱杰表示，

在本届残运会球类项目所取得的

成绩中，有三个项目保持了上届

残运会的成绩，六个项目取得了

显著突破。“其中，坐式排球男女

队蝉联冠军，继续保持了上届的

最好水平；轮椅篮球男女队力克

强敌青岛和烟台，斩获男女双冠
王，由上届第五跃升第一，取得了

历史性的突破；盲人足球由上届

第三跃升全省亚军，脑瘫足球在

上届没有名次的情况下，全队努

力拚搏，一举夺得本届比赛第三
名。”

在此次省残运会集体项目比

赛中，临沂代表团获得的金牌数

和奖牌总数均超出上届，上届 8 枚

奖牌(本届 14 枚)，4 枚金牌(本届 8

枚)，是临沂市参加全省残疾人运

动会的历史最佳成绩。

宋培杰被任命为副市长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纪珍)在 15 日举

行临沂市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宋培

杰被任命为市政府副市

长。

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全

体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常

委会会议议程。并先后听取

了市政府关于全市职业教

育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授予皮特·斯

伯利德先生荣誉市民称号

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表决

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许可对两名市人大代表采

取刑事拘留措施的决定(草

案)，人事任免案并颁发了

任命书。

高教自学考试周末举行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胡志英)全国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将于 10 月 23

日至 24 日进行，临沂市共

报考 2658 人、6210 科次，

安排 279 个考场，考点设在

临沂第一实验小学、临沂

第二实验小学。

据介绍，今年自考考

试首次实行网上阅卷，考

生将在专门的答题卡上答

题，并必须使用 2B 铅笔和

0 . 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

答题。考生凭准考证、考试

通知单和居民身份证入场

考试。

本次考试成绩将在 11

月中下旬公布，考生可到

各报名点查询成绩，并凭

考试通知单和准考证到报

名点领取合格科目的单科

合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