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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滨州惠民护城河内发现两学生溺水身亡

两孩子这么年轻，真是可惜了
本报 6月 7日讯(记者 李运恒)

7日早上6时左右，在滨州市惠民
县塘坊街与护城河交叉口附近，两
具尸体被打捞上来。据了解，两死者
均为16岁，为惠民一中高一学生，据
知情人透漏经法医鉴定，两人排除
他杀可能。

7日上午，记者来到惠民县塘坊
街与护城河交叉口附近，在护城河

边还能看到两处烧纸的痕迹。据附
近一位路过的市民介绍，7日早上5
点多，几位附近晨练的老人发现在
护城河内漂着两具尸体，遂立即报
警，很快周围市民越来越多，随后众
人一起把两具尸体一起打捞上岸。

据附近的一位水果摊主介绍，
负责此处的一位环卫工在 6月 5日
下午和 6月 6日一直看见一辆电动

车停在岸边草地上，车已经被锁，上
面还有一件外套，当时就怀疑是不
是有人落水了，结果7日早上就发现
了尸体。

“真是太可惜了，才十六、七岁
的样子，听别人说是自杀，这么年轻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非要用死来解
决。”一位市民感叹。据一位知情人
介绍，死者王某(男)和翟某(女)均为

16岁，是惠民县第一中学高一某班
的同班同学，因为高考占用考场的
原因5日下午惠民一中高一学生就
放假了，而王某和翟某是在下午还
没有上完课的情况下离校的。“护城
河附近有监控摄像头，死者的家属
看过后曾讲述，两个人是5日下午跳
入护城河的，王某居住在县城，5日
下午至6日失踪后，家人一直在到处

寻找，直到7日早上被人发现了尸体
才得知已经溺水身亡。”一位在护城
河旁路过的市民向记者讲述。随后
记者多次联系惠民一中校方人员，
均表示对此事的详细情况不了解。
知情人透露经法医鉴定，两人排除
他杀可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
理中。 (请提供线索的市民带有效
证件到报社领取线索费50元)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刘新萍 李明) 为
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明确市
城区各级、各部门环境卫生管理职
责，加大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力
度，健全环卫管理网络，城区环卫
管理工作将实行无缝隙、全覆盖管
理。工作中，各单位环卫工作将属
地管理，并严格奖惩，采取保证金
制度。

据了解，该举措旨在切实解决
市城区环卫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职
责不清，权责不明，推诿扯皮，管理
不到位等问题，实现管理网络无缝
隙，工作职责无缝隙，工作落实无
缝隙，工作配合无缝隙，工作质量
无缝隙，力争三年时间达到全国最
洁净城市标准。

工作中将实行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谁
收费、谁管理，谁受益、谁管理”的
原则，明确细化市、区和各相关责
任单位环卫责任区域、责任要求及

督导考核奖惩措施，全面理顺环卫
管理权责关系，切实解决环卫管理
工作中存在的缺位、交叉问题。由
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在调查摸
底，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将责任区
域和管理要求落实到具体责任单
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落实专业
化保洁队伍，加大对责任区环卫保
洁力度，强化督导考核，摸索经验，
逐步推开。

责任区各责任单位要按照环
卫管理相关要求，切实做到路面
(主路、人行道)净、墙根到绿化带
净、树穴绿化带净、水域及公众场
所净，无废弃堆积物、无果皮纸
屑、无建筑垃圾、无暴露垃圾、无
污泥积水、无人畜粪便等“四净六
无”标准。严禁在露天场所、垃圾
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其
他废弃物，严禁将树叶和垃圾扫
入下水道、绿地和河沟内，确保责
任区干净、整洁，营造良好的市容
环境。

工作中将严格落实奖惩。采
取保证金制度，由市城管委办公
室设立保证金帐户，滨城区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市环卫处每年拿
出 100 万元，作为环卫无缝隙管
理工作考核奖惩基金，根据督导
考核结果，严格落实奖惩。市财政
每年拨付 1 0 0 万元作为奖励资
金，对环境卫生工作管理到位并
做出显著成绩的个人，给予表彰
奖励。对环境卫生工作管理不到
位的，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况分
别给予通报批评、挂牌督办和扣
减责任单位保证金等处理。对整
改不到位或未整改的，由市城管
委办公室委托专业保洁公司代为
清扫保洁，所需费用从保证金中
扣减。其中，对市直机关及其事业
单位未委托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
代扫的，未按保洁要求进行清扫
保洁的，由市城管监察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限期内不改正的，按相
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滨州市获320万元污染减排和环境改善奖金

滨州环境管理获全省一等奖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巩汝燕 魏俊文) 近
日，山东省环保厅、山东省财政厅
联合下发了《关于 2012年度全省
污染减排和环境改善考核情况的
通报》(鲁环函〔2013〕300号)，滨
州市获得 320 万元的污染减排和
环境改善奖金，考核成绩仅次于威
海，列全省第二名。

2012年通过全市上下和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全市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污染物排放强度大幅
下降，保障了全市的科学发展，各
项考核指标达到了预期目标。近
日，山东省环保厅、山东省财政厅
联合下发了《关于 2012年度全省
污染减排和环境改善考核情况的
通报》(鲁环函〔2013〕300号)，滨
州市获得 320 万元的污染减排和
环境改善奖金，考核成绩仅次于

威海，列全省第二名。其中：污染
物总量减排奖获得二等奖，奖金
8 0 万元；环境管理奖获得一等
奖，奖金 120 万元；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奖获得二类城市一等奖，奖
金 120 万元。这些荣誉的获得是
全市污染物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
改善工作的有力见证，激励着全
市环保系统的干部职工再创工作
新佳绩。

城区综治车辆带泥上路污染路面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城乡环卫

一体化工作顺利开展，切实解决因
车辆带泥上路而导致的路面污染
问题，有效提升城市环境卫生面

貌，市城区将开展车辆带泥上路污
染路面综合整治。根据要求，今年
年底前，完成四环内村居通往主次
干道道路硬化、施工工地出入口和

场内道路硬化、工地围挡、自动清
洗设备设置以及渣土运输车辆密
闭设置。 记者 张卫建 通讯
员 刘新萍 王海亭

草丛里一男尸，吓坏行路人
经公安调查，初步确定死者为自杀

本报 6 月 7 日讯 (记者 张爽
张牟幸子 ) 7 日 11 点 30 分左

右，在渤海八路人民医院附近绿
化带内，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吓到
了不少过往的行人，据警方初步
勘察结果，该男子为自杀。

7 日中午 12 点左右，记者在
渤海八路人民医院发现，路边的
绿化带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不少
市民驻足围观。在现场围观的一
位围观告诉记者：“好像是在绿化
带内发现了尸体，所以有很多警
察，还拉起了警戒线。”由于警察
正在勘查现场，记者无法进入了

解情况，但在现场附近，一位发现
尸体的市民李大爷(化名)对记者
阐述了整个过程。

“差不多是在 1 1 点 3 0 分左
右，听到了一阵手机铃声，还在想
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就向那边走
了两步看了一下，一个男的就那
么仰面躺在绿化带里，吓得我赶
紧就跑回来了。”李大爷一边比划
着，一边叙述当时看见男尸的情
境。当李大爷跑出来之后，又将看
到的情境告诉了旁边卖衣服的商
贩，由他报了警。警察随后赶到现
场，对现场进行了封锁，并进行勘

查。
随后，记者向出警的滨西公

安分局了解情况，据介绍，死亡的
男子年龄大约在 45-50 岁左右，
在人民医院住院，家属也在第一
时间赶到事发现场。“死者是自
杀，而且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
封手写的遗书。通过现场勘查的
结果，以及家属提供的一些信息
也初步可以排除他杀。据说死者
生前因为有疾病住院，在这过程
中翻看过住院病历，之后离开了
医院，家人也在四处寻找。目前尸
体已经被搬离现场了。”

市城区环卫将实行无缝隙管理

各单位环卫工作采取保证金制度
滨州市培风书院三项活动

为郭泓小朋友进行义卖捐助
本报 6月 7日讯(记者 王泽

云) 6日，滨州市培风书院领导
得知沾化县大高乡小学生郭泓
得白血病却无钱救治的消息后，
滨州市培风书院决定进行专题
义卖捐助活动，希望能帮助到
他。

义卖活动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对滨州市培风书院收藏的
部分书画作品进行专题义卖；二
是培风书院心理研究院的商业
活动变更为专题救助义卖；三是
培风书院圆缘文化传中心的所
有商业活动也为义卖。三项活
动，除去扣除必要的运作成本

外，其余款项全部如数损赠给郭
泓。

作品大体划分为两个等级，
如果企业想多为孩子献出点爱
心，可以奉献精品之作，如果爱
心市民想献爱心，也有平民价格
的作品。同时，随时可预约进行
现场创作。拟于 6月 15全天在滨
州市培风书院进行书画作品集
中义卖。

集中义卖地点：黄河十路、
渤海十路东方文化街滨州市培
风书院书画室。

书 画 爱 心 电 话 ：张 老 师
13954309901 杜老师13173298698

为五保老人送祝福

日前，无棣县慈善义工协会
的 40多名爱心志愿者、义工来到
无棣县车王镇敬老院，为 60多位
老人按摩、剪指甲、洗衣服，与他
们谈心、聊家常，一起观看义工们
自编自导的节目，并将粽子、蔬

菜、水果等慰问品送到老人手中，
带去节日前的温暖和祝福。图为
义工郭香为五保老人修剪指甲。

本报通讯员 陈铁军 李
延浩 孙雪芹 记者 王泽云

摄影报道

长江一路新立河节点打通工程

初步列入今年城建重点项目

城市之南，蒲湖之畔，在滨
州市、区各级政府重点规划下，
繁荣的高杜又将在今年步入发
展的快车道，实现经济发展的
再次腾飞。

据了解，长江一路新立河节
点打通工程已初步列入今年城市
建设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主要
包括渤海十八路到新立河东路之
间的长江一路道路铺设和长江一
路跨新立河的桥梁修建两大工
程，届时长江一路将全线贯通，一
改往日一分为二的局面，西临滨
博高速，东接高杜市场，不仅能够
有效缓解滨州老城区的交通压
力，方便市民出行，更能带动城南
高杜区域的经济繁荣和再次发
展。

黄河四桥项目已被列入

《滨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大桥
北接滨州市城区渤海十一路，
南接高新区高六路，是滨州市
总体规划中连接黄河两岸南北
向轴线的重点交通工程。根据

《 滨 州 黄 河 四 桥 方 案 研 究 报
告》，规划中的黄河四桥是连接
主城区与高新区的城市公路桥
梁，主要通行轿车、客车。共设
双向四车道，主桥路面 22米，桥
总宽度 28米、长 2公里，引桥长 3

公里。据了解，现山东高速集团
已与滨州市政府签约，以 BT 方
式承担黄河四桥的建设。届时，
黄河四桥将和黄河大桥隔河相
望，共同助推以高杜市场为中
心的城南经济圈再次腾飞。

（高杜）

给给五五保保老老人人剪剪指指甲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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