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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6月7日讯 (记
者 李婷婷 通讯员 朱
宗峰 高艳 ) “真是太谢
谢了，孩子目前恢复得很
好，已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幼
儿园……”6月4日，家住山
亭区徐庄镇幸福村的李玉
红，见到前来回访的工作人
员激动地说。原来，李玉红5

岁的孩子李瑞患有先心病，
去年在济南军区心血管病
医院接受了免费手术治疗。

据悉，山亭区自开展
“城乡低保家庭，先天性心
脏病儿童医疗救助”活动以
来，已有118名先心病患儿
获得免费治疗，先后为贫困
家庭减免医疗费用300多万
元。

据了解，工作人员通过
发放明白纸、出动宣传车及
入村入户多种形式进行宣
传，提高了群众对先心病儿
童救治工作的范围对象、救
治申请程序和费用结算方
法等。同时，全面做好摸底
排查工作。各镇街民政办工
作人员走村入户进行先心
病儿童的筛查工作，先后排
查出患病儿童186人，符合
手术适应症的118人。并建
立了支付筛查费用调查，对
符合4种病种条件的低保家
庭儿童予以全免费治疗，对
有困难的低保对象采取由
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予以
解决，真正将这项惠民实事
落实好。

118名先心病儿童

获得免费救治

本报枣庄6月7日讯 (记
者 袁鹏 通讯员 杨长
江) 5月24日夜间，台儿庄
邳庄镇一名女子被发现死
在自己家中。尸体身上有多
处刀口，死者的头颅消失不
见，随后在卫生间马桶中被
发现。

5月24日23时许，台儿
庄区邳庄镇清河园小区一
住户内发现一具无头女尸。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
组织侦查技术人员赶赴现
场。随后民警在洗手间的马
桶里，发现了被害者的头
颅。经警方技术人员分析，
被害人为这套房子的主人
齐某，死亡时间应该在当天
21时左右。尸体身上有数十
个刀口，死者的头颅被人用
刀具割下。

侦查民警经过探访案
件相关人员，很快确定被害
人齐某前夫赵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在获取赵某在青岛
打工的线索后，侦查民警连
夜奔赴青岛，开展追捕工
作。5月25日下午5时许，在
青岛当地警方的密切配合
下，将赵某抓获归案。

经查，赵某与被害的齐
某今年均只有二十多岁，两
人结婚之后很快在共同生
活中发生很多矛盾。由于实
在无法忍受与对方一起生
活，两人终于离婚。然而离
婚后，两人由于婚姻财产问
题又多次起冲突。赵某便准
备了杀人的刀具，于5月24

日下午，趁齐某不在潜伏进
了齐某家中。

当晚9时许，齐某回到
家中，赵某趁其不备将其杀
害。并割掉齐某头颅，藏匿
卫生间马桶，尔后破坏现场
逃往青岛。目前，赵某已被
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离婚财产分割起冲突

男子割下前妻头

本报枣庄6月7日讯 (见
习记者 刘近岐) 峄城区
纪委在移动公司建立短信
平台，向峄城区主要领导同
志发送警示短信，做到防微
杜渐，警钟长鸣，开辟廉政
教育新战场。

“贪婪一根针，刺痛百
姓心；腐败一块冰，寒透百
姓心。峄城区纪委监察局提
醒您拒腐共营清正氛围，守
廉洁同创社会和谐”“贪欲
是负担，越少越好；自律是
防护，多多益善；监督是爱，
受之有益。峄城区纪委监察
局请您自觉远离腐败，廉洁
从政。”从2013年起，每到重

要的活动，节日或假期，峄
城区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能
收到类似的短信。据了解，
这是今年峄城区新开辟的
廉政教育方式。传统的廉政
教育主要是通过开会，下发
文件，大型活动来组织，需
要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
所。新型的廉政教育更加便
捷，能够更好的时刻提醒党
员。提醒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光明磊落。短信平台的
独特优势，不仅在便捷还
体现在宣传成本上，短信
的成本显然要低于开会的
成本和组织大型活动的成
本。

峄城每逢节假日

向干部发警示短信

本报枣庄 6 月 7 日讯
(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王婷 任振 ) 滕州市
火车站广场位于滕州最繁
华的地段，一直以来都是
管理的重点。为方便市民
停车，火车站广场的部分
超市不仅拥有地下停车
场，相关部门在路面上也
施划了很多停车位，但是
很多市民有时仍图方便，
将车在路边一横便去办
事。7日，记者跟随执法人

员巡查发现，一天竟有5 0

余辆车被查处。
据滕州市火车站广场

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
绍，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
是2008年5月启动，2010年
1 0月竣工，为方便市民停
车，相关部门在广场南侧
设置了一处临时停车场，
而附近超市也拥有自己的
地下停车场，同时，在路
面上了施划停车位2 0 0多
个。“我们每天都不定时

的巡查，但是一些市民自
觉性还是比较差，总是图
自己的一时方便把车停在
路边。”工作人员说。

7日上午9点多，当记
者跟随执法人员巡查至民
族大厦附近时，就看到一
辆黑色的奥迪赫然停在路
边，当民警上前拍下违规
证据并开取罚单时，只见
一名30多岁的男子急匆匆
的从附近店面跑出。他解
释说，自己只是想去朋友

店 里 拿 点 东 西 ，拿 了 就
走，觉得开到台阶上太麻
烦，所以就停在了那。

据执法人员介绍，违
规停车将被处以2 0 0元罚
款，并扣 3分，平均起来，
在火车站附近，每天总会
有近4 0辆车违规停车，而
节假日的数量有时会翻
倍。“现在，火车站附近施
划的停车位越来越多，希
望市民能够遵守交通规
则。”

图方便乱停 50余辆车被查处
执法人员提醒市民要遵守交规

为服务“三夏”，枣庄供电公司滕州客服中心700余名农电工来到田间

地头和农村麦场，巡视电力线路，安装麦场临时用电设备，加强安全用电

常识宣传，确保“三夏”用电安全可靠。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本报通讯员 班开超 徐同超

摄影报道

服服务务““三三夏夏””

打造百亿级企业集群“硅谷”
薛城2年时间发展煤化工企业12家

本报枣庄6月7日讯(通
讯员 万照广 张生 记
者 白雪岩) 6日，记者从
薛城区委宣传部了解到，
在当前煤炭价格下行、煤
炭资源枯竭的严峻形势
下，作为煤炭老工业区，薛
城区通过发展煤化工、装
备制造业等打造百亿级企
业集群“硅谷”，从而推动
城市转型发展。

据介绍，薛城采煤历
史已有三百余年，区内煤
矿最多时达到4 7处，对财
政的贡献率最高时达到

70%以上。凭借这一资源优
势，薛城区风光了很长一
段时间。2003年前后，枣庄
市严格执行国家小煤矿整
顿政策，再加之资源枯竭
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
响，薛城辖区内多数小煤
矿关井闭坑，当地经济发
展迅速陷入“低谷”。

谈到转方式调结构，薛
城区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
介绍，薛城区在产业结构调
整的大潮中，把目光放在了
煤化工和制造业上。目前，
已经规划建设了薛城新型

能源化工百亿产业园、枣矿
集团热电多联产循环经济
百亿产业园、鲁南装备研发
制造百亿产业园三大百亿
级企业集群产业园。

为了更进一步推动城
市转型，薛城区提出了打造
百亿级企业集群“硅谷”的
战略决策，以新型能源化工
百亿产业园建设作为突破
口，将薛城能源化工产业园
和陶庄煤炭深加工循环经
济产业区作为薛城经济开
发园区的“园外园”，赋予省
级开发区优惠政策，实行全

程“保姆式”服务，帮助项目
业主解决资金、土地、建设
等各方面问题，建成了薛城
精细化工园和陶庄、邹坞煤
焦化工产业聚集区，2年多
时间发展规模以上煤化工
企业12家。

据统计，今年1至4月
份，薛城区实现工业产值
1 9 8 . 3 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 . 94%。伴随着百亿级企业
集群“硅谷”的迅速崛起，
薛城区工业经济“破茧成
蝶”，悄然发生着根本性的
转型。

本报枣庄 6 月 7 日讯
(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孙莉 ) 7日，记者了解
到，端午节期间，滕州火
车 站 将 经 停 一 趟 2 5 0 3 /
2 5 0 4 次日照至杭州的临
客，同时，客流方向主要
以济南、青岛、烟台、日照

等城际间流动为主。
据火车站工作人员介

绍，端午节期间的客流特
点：一是客流需求集中；二
是客流以旅游和探亲流为
主，旅客出行计划性强，外
出和返程时间安排严密，
对列车正点率、设备质量

和客运服务质量要求高；
三是客流方向集中，节日
期间流向以济南、青岛、烟
台、日照、北京、上海等城
际间流动为主。

针对售票厅面积小，
旅客集中购取票高峰时段
窗口压力大的现状，安排

人员开启全部售票窗口，
并在自助售票厅设立专人
进行引导。执行2 4小时售
票制度，及时更新公示剩
余 票 额 ；为 方 便 旅 客 出
行，加大往返、联程套票
发售力度，最大限度满足
旅客需求。

端午期间一趟临客经停滕州
客流方向主要为济南、青岛、烟台、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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