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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九百学生留守儿童有七百
他们期待着社会各界的关爱

本报枣庄9月13日讯(记
者 崔维成) 据枣庄共青
希望学校团支部书记张军
介绍，在他们学校的900多
名学生当中，有700多名学
生是留守儿童，他们一直
承受着家人不在身边的痛
苦。

据了解，徐庄镇由于
山区较多，适合种植柿子
树、核桃树等，而且居民的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在这
样的情况下，为了养家糊
口，很多村民都选择了外
出打工，他们的孩子便成
为了留守儿童。

不少留守儿童说，他
们的父母在过完春节后就
外出打工去了，等到春节
前才回到家中。这些留守
儿童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很
短，大多数时候都是和爷
爷奶奶一起过，有的甚至
被寄养在亲戚家中。

张军告诉记者，他负
责他们学校的捐助和帮扶

工作。为了让学校的留守
儿童得到更多的帮助，张
军积极联系社会上的爱心
市民。张军曾联系了济南、
滨州、淄博等市以及枣庄
各 区 市 的 一 些 企 业 的 老
板。不少企业老板和市民
在 得 知 留 守 儿 童 的 情 况
后，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向这些孩子们捐钱捐物。
截至目前，已经有几十位
孩子得到了捐助。

为了方便外地的爱心
人士捐助留守儿童，张军
还 专 门 办 理 了 一 张 银 行

卡。张军会定期向学校的
校委会汇报爱心银行卡的
汇入和支出情况，确保每
笔钱都合理地用在留守儿
童身上。

“这些留守儿童需要
得到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帮
助，他们需要更多的交流，
更 渴 望 得 到 心 灵 上 的 慰
藉，希望市民尤其是从事
心理咨询方面工作的人员
能够去和这些留守儿童进
行交流。”张军说，希望社
会爱心人士能够多关注留
守儿童。

山亭区徐庄镇15岁的留守
女孩徐飞，她母亲、奶奶相继去
世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本报
刊登了该报道后，不少市民被
徐飞的乐观精神所感动，并表
示要帮助徐飞。

“这个女孩太可怜了，她肯
定吃了不少苦。”枣庄联通公司
的刘晓慧女士看完徐飞的报
道后，联系了本报记者，表达了
她对徐飞的关注。

当得知徐飞每天需要自
带午餐，有时忘记带饭时只能
吃同学的或者饿肚子时，刘晓
慧表示，她将每月拿出80元捐
助徐飞，让她中午在学校食堂
就餐。峄城乾坤汽车租赁公司
经理肖坤联系本报记者，表示
他将拿出300元捐助徐飞。肖坤
告诉记者，他将继续关注徐飞，
遇到困难时，随时可以联系他。

本报记者 崔维成

两位热心人打算帮徐飞

本报枣庄9月13日讯
(记者 李淼 ) 11日，记
者了解到，为有效解决现
有公园绿地养护管理中
凸显的管理模式单一、缺
乏专业性等问题，峄城区
将公共绿地承包给具有
一定资质的企业进行养
护，区市政园林管理处只
需对承包企业进行监督
管理。

峄城区住建局先通
过资质审查、企业报价等
程序，最终从四家参与投
标的企业中择优确定枣
庄市邦泰物业有限公司
为中标单位，并由区市政
园林管理处与该企业签
订正式合同。合同中对承
包期限、养护范围及标
准、双方各项权利及义务
进行了详细约定。此次整
体承包涉及承水河公园
自承水路大桥至峄州桥，
全长1500余米，绿化面积
约6万平方米，人行道面
积约9000平方米，养护标
准按照国家园林养护三
级标准执行，承包期限暂
定为一年。

峄城区

公园绿地

搞外包

本报枣庄9月13日讯(记
者 白雪岩) 受国内外经
济下行的影响，枣庄市中小
微企业生存和发展举步维
艰。对此，市政府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其中，在财
政支持方面，给予2000多万专
项资金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
难关。

13日，记者从中小企业
局部门了解到，面对国内外
经济下行压力，中小企业生

存和发展举步维艰，出现了
一些问题和困难。目前经营
状况不容乐观的行业是建
材、机床、造纸等。部分建材
行业生产指标增幅下降。2012

年元月以来，水泥价格持续
低迷，出厂价格已连续6个月
回落。尤其6月份，普通硅酸
盐 水 泥 出 厂 价 格 平 均 为
318 . 80元/吨，与去年最高价
格相比，下降90 . 70元/吨；复
合硅酸盐水泥出厂价格为

309 . 20元/吨，与去年最高价
格相比下降45 .70元/吨。

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
不少中小微企业已经到了
举步维艰的局面，同时还面
临着融资难，成本高的问
题。另外，受到能源、原材料
及劳动力价格上涨较快的
影响，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成本、费用居高不下，利润
空间缩小，生产经营处于微
利或无利状况，有的甚至难

以为继。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尽

快破解发展难题，今年，枣
庄市开始实施“双百中小微
企业成长计划”，在全市筛
选百家优质成长型小微企
业和百家暂时困难的小微
企业，通过融资辅导、政策
扶持、银企对接、项目推介
等措施进行重点培育和扶
植。今年，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由去年的500万元增

加到1000万元；新设立创业
引导资金1000万元，引导资
金包括创业启动资金、创业
奖励资金两部分，由市财政
设专户管理。创业启动资金
主要用于缓解创业者启动
资金不足，降低创业融资成
本，其采取无息借款方式，
每年支持30至50名创业者，
为每名创业者提供2至10万
元无息借款，半年后开始还
款，最长2年还清。

小微企业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

两千万元助小微企业渡难关

本报枣庄9月1 3日讯
(见习记者 丁彤) 13日，
记者从枣庄市中小企业局
获悉，为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困难，市政府制定了

《枣庄市市级中小微企业
过桥还贷资金使用管理试
行办法》。设立枣庄市市级
中小微企业过桥还贷资金
1亿元，专项用于中小微企
业过桥还贷。

据了解，过桥还贷资

金只用于企业还贷续贷应
急，不能用于固定资产投
资或其他用途，承贷银行
续贷后，用款企业应即刻
归还。过桥还贷资金实行
无息使用，使用期限一般
不超过20天，特殊情况最
长不超过30天。企业申请
借用过桥还贷资金时，须
在银行贷款到期日30个工
作日前，向属地区 (市 )经
信、中小企业、财政部门提

出申请。
借用过桥还贷资金的

企业应具备的条件包括上
年度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
(含 3 0万元 )，并无漏欠行
为；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
资格，工商、税务登记证等
手续齐全；拥有完善的财
务制度，会计核算规范，按
时报送财务会计资料，企
业资产负债率小于60%；企
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无银

行信用不良记录。
企业申请使用过桥还

贷资金时必须提交企业借
用过桥还贷资金的申请文
件，并填《企业借用还贷资
金审批表》，提供银行贷款
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贷款
银行续贷承诺书(保证还贷
后发放不低于还款额的新
贷款)。

另外，企业在借款期
间其银行账户 (含企业网

银)应接受财政、经信、中小
企业部门的监督。企业应
及时归还过桥还贷资金，
以保证过桥还贷资金的正
常周转。逾期不归还的，视
同挪用财政资金，按拖欠
借款额每日收取2‰的违
约金，并通过法律手段予
以清收，同时依照《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规定进行处理，今后不再
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1亿元过桥还贷资金助力小微企业

企业有困难可申请过桥贷款

12日，由香港轩

辕教育基金冠名，市

中区税郭镇政府筹

资600余万元兴建的

连心沙沟小学正式

建成使用，400余名

小学生用上了新教

学楼。据悉，连心沙

沟小学是由税郭镇

沙沟小学和长威小

学合并异地新建学

校。

本报记者

徐萌 本报通讯员

黄加芳 李庆国

摄影报道

薛城区

违规卖药品

多家药店被查

新新校校好好漂漂亮亮

本报枣庄9月13日讯
(记者 马明 ) 为进一步
规范药品市场秩序，薛城
区药监分局于近期开展了
新一轮药品安全专项整
治，并查处多起违规销售
药品案。

10日，薛城区药监分
局执法人员在城乡结合部
一药店检查时发现，该药
店柜台内存有无批准文
号、无有效期、无药品名
称，其外包装上只标识某
某卫生院名称的药物制剂
113包。执法人员当场对这
些“三无”产品查封扣押。

11日，执法人员在一家
药品零售连锁门店检查时
发现，药店柜台内有头孢拉
定颗粒，无生产日期，无产
品批号，数量68包，该店负
责人当场不能提供供货方
合法资质证明、票据等材
料，无法追溯该药品来源。
在城乡结合部一零售药店
发现该店后墙橱柜内存有
空心胶囊，生产日期为2011

年4月14日，超出药品经营
许可证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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