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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吴烁，你已经连续旷工超过

7日，严重违反了本公司的规章
制度。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5日内到客运出租分公司办公室
报到。逾期不到，公司将按规定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后果自负。

单位地址：张店区宝沣路2

号。联系电话：0533-3127303

淄博市公共汽车公司客运
出租分公司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挂失
耿宪伟2007 . 11取保候审保

证金单据一张，声明遗失。

在保护的同时，将合理适度开发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资源

“大水缸”将发展特色生态游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崔洋

洋) “十二五”期间，太河水库区
域将实施大绿化工程，完成造林
15万亩，完成林相更新改造50 . 3万
亩，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0%

以上，重点发展特色生态旅游及
其他服务业。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淄
博市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2013—2020）》，太河水
库是淄博市的“大水缸”，总库容
1 . 833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 . 128亿立
方米，上游控制流域面积780平方公
里，多年平均净来水量为1 .0156亿立

方米。是淄博市最大的水源涵养区
和主要的防护林基地。

太河库区区内有着得天独厚
的生态旅游资源，鲁山国家森林
公园、开元溶洞、峨庄瀑布群等省
市著名旅游景点都位于保护区
内。“十二五”期间，市政府将合理
适度开发生态资源，坚持保护优
先、综合开发、突出主题、错位发
展，加快潭溪山、马鞍山、云明山、
齐山、梦泉、草峪、蟠龙山、紫峪、
西股等生态景区开发建设，争创
一批4A级景区，整体推进旅游业
发展，构建一批以休闲、观光、度

假为主的新型旅游目的地，在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投资环境、
增加就业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充分挖掘该区域山
水、历史旅游资源，以峨庄古村
落森林公园列入国家级森林公
园为契机，深度发掘包装淄川聊
斋文化、博山孝文化等素材，结
合当地人文地貌特征，高水平策
划包装建设一批特色旅游标志
性景点。紧密结合乡村生态文明
建设、小城镇建设，努力完善旅
游景区基础设施，加快景区旅游

环线道路建设，配套规划建设景
区污水处理设施、停车场、游客
中心，努力建设特色旅游镇和特
色旅游村。依托太河水库水源保
护区人文、资源优势，加快发展
文化娱乐、旅游观光、农家餐饮
住宿等服务业，形成完善的支撑
农业产业化和农村消费的服务
业发展体系。注意保持和体现好
田园风光、乡土风情、民俗风韵、
传统风貌的特点，保护好古村
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
充分体现传统乡村风貌和地域
文化特色。

全市卫生系统

为人才亮绿灯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崔洋
洋)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推进
卫生重点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
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意见指出，
到“十二五”末，全市卫生系统在
省内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技术带头
人达到20名以上，学科带头人达
到100名，博士研究生达到100名，
全市创建国家级重点学科5-6个、
省级重点学科15-18个，建设市级
重点学科80个。

淄博市将健全高层次(紧缺)

人才引进绿色通道，设置“特聘
专家”岗位。对全市医疗卫生水
平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攻关项目，
经实施单位申报和专家评审，可
面向国内外招聘具有国际国内
行业领先水平的项目负责人，由
市政府聘为“特聘专家”。每两年
遴选20名学术水平比较高、科研
能力比较强的优秀中青年卫生
骨干进入培养工程，采取选送到
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进修培训、
聘请著名专家带培等方式，尽快
提高其医疗和科研水平。两年为
一个培养周期。每年遴选10名优
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进入培养
工程，派往国内外著名医疗机构
和高校进修培训。

放宽准入范围,鼓励民营与公立医疗机构互补发展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樊

伟宏) 27日，市政府办公厅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社会资本举办
医疗机构的实施意见，鼓励和
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各类医疗机
构。

据了解，政府将放宽准入
范围。社会资本按照经营目的，
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
疗机构，经营方式可以是独资，
也可以是合资等形式。

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
立医疗机构互补发展。鼓励社
会资本举办具有慈善性质的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举办中
医、康复、护理、老年病等特色
专科、特需医疗服务机构。

支持社会资本在医疗资源
配置较为薄弱的区域举办医疗
机构，尤其是举办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或专科医院。鼓励现有
社会资本医疗机构 (包括企事
业医院)转型升级。鼓励具有二
级以上综合医院工作经历、中
级以上职称的执业医师依法开
办专科诊所。

不只如此，根据《意见》接下
来，统筹医疗卫生资源将优先考
虑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举办医
疗机构统一纳入区域卫生发展
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统筹
市中心城区(包括老张店城区、淄
博高新区、淄博新城区)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的规划设置。

制定和调整规划时，要为
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留有合理
空间；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
源，在符合准入标准的前提下，
优先考虑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
构，并鼓励其做大做强。

全市各城区原则上不再新
增政府办医疗机构。社会资本
在医疗资源配置相对薄弱区域
举办医疗机构，相同条件下优
先予以办理。

同时，政府还将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允许境外
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还将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在融资、土地、税
收、收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崔洋
洋) 根据规划要求，到2015年，确
保太河水库区域内贫困农户人均
纯收入达到5200元以上，同时，通
过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实现
太河水库水质保持在《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Ⅱ类的目标，确保太
河水库水源地安全。

到2020年，区域内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基本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增长13%以上。到2015

年，保护区农业产业化水平达到
80%以上，组织化水平达到90%以
上，有机农产品基地认证面积达
到5万亩。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崔洋
洋) “十二五”期间，太河水库水
源地保护区域内将逐步完善基础
设施。到2015年，太河水库水源地
保护区所有镇、社区以及工业园
区设有公交站点，基本实现区域
公交无缝链接。

为改善太河库区投资环境和
生活条件，“十二五”期间，淄川境
内将规划建设“三纵三横”公路路
网。“三纵”即东莱路太河段工程、
洪峨路升级改造工程、环库路扩
建工程；“三横”即幸博路、新源
路、云明山—梦泉路工程，对具备

条件的道路实施改造建设。完成
镇村次干路、支路改造升级。抓好
博山东部和南部山区交通网络建
设，提高交通网络连通度。提高城
乡公路连通度。

在淄川太河镇规划建设公路
客运站，充分利用淄川过境铁路

线优势和淄河、北牟、西桐古、北
马鹿四个火车站条件，建设大型
农产品物流仓储基地。

到2015年，太河水库水源地保
护区所有镇、社区以及工业园区
设有公交站点，基本实现区域公
交无缝链接。

淄川境内将规划建设“三纵三横”公路路网

2015年保护区基本实现公交全覆盖

“大水缸”确保

Ⅱ类水质

▲太河水库 (资料片)

淄博东联东风悦达起亚

全新狮跑

火爆热销
全新狮跑，自6月16日在淄

博东联上市以来引起了众多媒
体和爱车一族的追捧，市场表现
十分抢眼。融合了近20项关键升
级的全新狮跑，以更加强劲、精
练的外观，更具科技、质感的内
饰在淄博东联火爆热销。

在外观上，新狮跑以更加流
畅的设计语言，带来强劲、精炼的
全新视觉观感。秉承“D e s i g n
KIA”设计理念精髓，新狮跑对车
体前脸、尾部进行了全新设计。循
着精炼线条地延伸，新狮跑前保
险杠拥有了更多棱角与丰富层
次，让其前脸更加协调、统一；在
尾部，极具视觉识别性的LED后
组合尾灯加上流畅的后保险杠，
和前脸设计呼应紧密。

凭借材质的升级和全新设
计语言地融入，新狮跑内饰更显
科技与质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
佳驾乘享受。

新狮跑的推出，不仅将进一
步满足消费者日益提升的用车
需求，同时也将在顾客感动年为
东风悦达起亚达成顾客感动提
供支持。未来，东风悦达起亚还
将继续推出新的SUV产品，以
进一步充实由狮跑、智跑构建的
SUV矩阵，不断加强其在SUV

市场的话语权。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崔洋洋)

市政府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实
现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112个
省、市重点贫困村增收致富。

今年年底前，库区6镇中心社
区均建成一所达到省定办园标
准的镇中心幼儿园。义务教育阶

段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100%，巩固率达到99 . 9%。高中段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8%以上。加
强公共文化设施的规范化管理
和服务村文化大院建设。

新农合覆盖率达到100%。加
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报销比例

和补偿标准，切实减轻群众个人
支付的医药费用负担。

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城乡
特困居民的生活都得到有效保
障。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制度。“十
二五”期间，库区6镇要实现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惠民举措遍及

112个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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