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舒适高铁 享受崭新生活

高铁改变枣庄人居住观念
本报记者 赵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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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的运营，拉近了市民
李女士与她女儿之间的距离。据李
女士介绍，她女儿大学毕业后，在
苏州一家单位工作，但考虑到坐车
要花好长时间，所以一年也去不了
苏州几次。“女儿刚参加工作时，孩
子的爸爸说要去看女儿，但听说去
要花七八个小时，所以就没去。”

自从2011年，枣庄有了高铁站
之后，只要在车上打个盹、看会杂

志就到苏州了。“现在去看女儿时，
都会带几个女儿爱吃的菜，到女儿
家菜还是热的。”李女士表示，即使
现在早晨坐车去女儿家帮忙带孩
子，也不耽误晚上回家照顾老伴。

“感觉枣庄与苏州之间的距离缩短
了，真不错。”李女士说。

高铁的开通，不仅方便了市民
外出工作旅游，也为一些平时不爱
出门的老人提供了方便。今年78岁

的王女士还专程坐高铁去上海看
望孙女。

王女士称，年轻时她想出去转
转却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可身体
却不是很好，不能坐太长时间的汽
车。后来得知枣庄有了高铁站之后，
便想去上海看看孙女顺便玩一下。

2012年夏天王女士在家人的
陪同下，第一次到上海看望孙
女。“这一路都感觉很舒适，也没

感觉很累。车厢内的环境特别舒
适，而且每到一站，车上的乘务
员提示的语音都是细声细语的，
让人听了感觉特别舒服，不会有
烦躁的感觉。”王女士说，大多数
人之所以选择坐高铁，就是因为
它舒适、安全、快捷，从上海回到
枣庄后，经常在一起聊天的老邻
居，都羡慕她坐过速度这么快的
列车。

高铁通车后，为枣庄的经济
发展带来了新的驱动力，为枣庄
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环境增加
了新筹码、新亮点、新优势。以
高铁造势，提升枣庄整体形象和
美誉度，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和
招商引资力度，以交通优势带动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把交通流
转 化 为 资 金 流 、信 息 流 、技 术
流、产业流，推动经济发展。

利用大规模的人流和站区
功能完善基础设施，高起点定
位、高效能推进枣庄新城建设和
棚户区改造。坚持新城功能创新
与老城部分功能疏解有机结合，
通过城市快速公交将新老城市
有机联接，以新城建设带动城市
发展水平整体升级。

坚 持“ 以 站 兴 商 、以 商 带
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与高铁
相适应的集聚业态，重点建设宾
馆、酒店、写字楼和商品超市及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提质与升级
换代，着力打造连接全国乃至世
界的物流网络，真正把枣庄建设
成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京沪高铁的建成，改变的不
仅是老百姓的出行习惯和生活
方式，更是刷新了市民的时空观
念；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文化效
益，更将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变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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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坐高铁到上海看孙女

本报讯 今年以来，涧头集镇认真落实
人大《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的五点建
议》，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作为人口计生工
作的一项重点来抓，使该镇流动人口计生管
理走上了正规化、经常化、规范化的轨道。

近年来，随着农民“打工经济”的日益繁
荣，农村流动人口也逐年增多，为监督好流
动人口的计生管理，该镇人大组织驻镇的
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对流动人口计生管
理进行专题调研，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的五点建议》。
镇领导十分重视，首先，该镇计生办通过入
户走访调查，加强全员人口信息库建设，摸
清流动人口底数，换发《流动人口婚育证
明》，落实以证管人制度。二是入户随访抓服
务。各村每月开展一次流动人口入户访视，
及时联系当地送发适宜的计划生育药具，并
帮助留守家庭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实际
困难，解除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三是严把

“两关”抓程序。即严把办证关和验证关，对
流出育龄人群搞好宣传教育和上门服务，免
费为其办理“婚育证明”，对流入育龄人群在
务工、经商时查验《婚育证明》，并纳入现居
住地接受管理。四是健全机制抓运转。始终
坚持计生、工商、公安、城建等部门联合办公
机制，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
双方责任和义务，重点落实《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审验，定期清查治理和信息反馈，确保
流动人口计生管理“一个不能少”。(张涛)

本报讯 涧头集镇三级人大代表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企业招工、项目带动、科
技帮扶等方式，带领计生户奔富路。目前，全
镇已有1600多名农村育龄劳力在各级人大
代表所办企业，所帮项目扶持下，从事种
养、加工致富，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该镇有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110人，
且多数是民营企业或村级致富能人。他们依
靠自己的智慧和党的好政策，带头先富起
来，这些人大代表富裕起来后，积极带动计
生户走上致富路。台儿庄区人大代表张体
峰与枣庄市开源矿产公司，枣庄市棉麻公
司，合股筹建枣庄市盛源棉麻公司，使本
村的200多名计生户得到就业。台儿庄区人
大代表尚峰美带头发展美国蓝莓种植，并

建起蓝莓合作社，帮扶本村80多个计生户
从事蓝莓种植，目前蓝莓基地亩经济效益
达2万余元。 (张涛)

本报讯 6月26日一大早，台儿庄区第十
一届人大代表、涧头集镇后红庙村计生主任
张维便忙着帮助计生户补玉米苗，同时向育
龄妇女发放夏季卫生保健知识与新生儿的
护理宣传册。这仅是驻涧头集镇三级人大代
表巧借夏收夏种促计生的一个镜头。

该镇有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110人，针
对他们多数是镇村干部或者行业领头羊的
特点，该镇人大办公室以代表小组为单位，
成立了8个三夏工作组，各小组的人大代表
分别在自己的选区中，履行好联系选民、当
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职责。让他们帮助各
自选区的选民搞好三夏生产，及时反映农村
育龄妇女在三夏生产中的所想、所盼，为政
府服务好流动人口当参谋，目前在涧头集
镇，无论南部山区还是北部河套的田间地
头，所到之处都能看到该镇市、区、镇三级
人大代表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帮助烈军
属、困难计生户搞好“三夏”生产的同时，
向村民广泛宣传夏季计生保健类的知识，
巧借帮流动人口忙麦收夏种来促进计生工
作，使流动人口得到了亲情化的计生服
务，目前该镇已有80多名流动人口育龄妇
女先后到计生办进行了健康查体，6人主动
采取了计生措施。 (张涛)

本报讯 涧头集镇在计划生育工作中，
认真落实人大代表张怀志等《关于谱写“和
谐计生”新曲的建议》，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村
民自治，实现了由控制人口数量向提高人口
质量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为群众提供优
质服务转变，由“处罚多生”向“奖励少生”转
变。

针对人口流动量的逐年增加，人口与计
生工作面临新难题的实际情况。该镇人大代
表在走访选民的基础上，建议计生部门把

“诚信”引入到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中，建立
《计生诚信档案》，谱写“和谐计生”新曲。各

村对群众实行五项诚信承诺：把计生政策法

规交待给群众；把奖励待遇兑现给群众；把

计生自治权利赋予群众；把生殖健康提供给

群众；把爱心和温暖送给群众。群众对村里

也做出相应的承诺：确保自觉实行计划生

育；自觉接受生殖健康检查；自觉采取避孕

节育措施；自觉参加计生协会组织活动；自
觉参加致富新技术培训；变群众被动的计划
生育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同时，各村为村民
建立起家庭《计生诚信档案》，对违反诚信的
计生家庭，取消一切计生优惠待遇，并取消
其家庭与本人的评先树优资格，以此调动群
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村民是《计划生育村
规民约》和《合同书》的制订者，遵守《计划生
育合同书》也成为村民的一种自觉行为。该
镇徐楼村群众过去“查体”、落实长效节育措
施，干部上门三番五次叫也不去，现在群众
主动按时参加，外流人口也能及时寄回“查
体”或“落实长效节育措施”证明，由“要我计
划生育”逐步转变为“我要计划生育”，谱写
了“和谐计生”服务的新篇章。 (张涛)

本报讯 涧头集镇人大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组织人大代表做
好选民的计划生育宣教工作，力促全镇计生
工作上台阶。

今年以来，该镇人大多次组织市、区、镇
三级人大代表进村入户，调查了解选民对当
前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理解认识，了解群
众在生育、节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需求；
听取计生部门对当前计划生育形式的分析
和评估，找出影响和制约全镇计生工作上水
平存在的问题，研究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上台
阶的思路、意见和建议，以及对镇、村计划生
育人员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点评。他们
在进村入户为民办事的同时，积极为育龄
群众提供计生政策、法律维权等咨询服务，
并帮助外出育龄妇女办理各种证件，使外
出育龄妇女也能享受到优质服务。同时他
们深入宣传计生法律法规，努力改变群众
的婚育观念。 (张涛)

本报讯 涧头集镇人大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在让他们当好计
生宣传员、信息员、服务员、监督员的同时，
把优生优育、避孕节育、奖励优惠、生殖保健
等相关政策法规知识普及到组、到户，并倾
听育龄群众呼声，为计生部门出谋划策，从
计生户各项奖励金的发放，到育龄群众术后
的康复，督促全镇计生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监督镇村两级加大投入力度，为群众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当好计生工作的“志愿
者”。 (张涛)

本报讯 涧头集镇人大十分关爱残疾、

患病的育龄妇女，在要求计生办、服务所对

病残计生对象开展特殊服务的同时，还经常

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到病残计生对象家中了

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

在镇人大主席的倡导下，镇计生办、服

务站对全镇残疾、患病的育龄妇女进行摸底

排队，遂人登记，建立特殊档案。针对他们在

妇检和手术中行动不便的实际，为她们提供

上门服务。并对怀孕的残疾育龄妇女进行定

期随访月访和产前产后服务；对需要手术的

残疾、患病计生对象实行免费接送。

同时，镇人大还经常组织市、区、镇三级

人大代表深入到计生办、服务站和村组，开

展病残计生对象特殊服务的调研，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使1600余名残疾育

龄妇女经常受到特殊关爱。 (张涛)

落实人大建议管好流动人口

人大代表带富计生户

涧头集人大代表巧借麦收促计生

诚信档案谱写“和谐计生”新曲

涧头集镇人大代表倾情计生工作

涧头集镇人大代表
热做计生“志愿者”

涧头集镇人大
关爱残疾育龄妇女

涧头集镇在“计生助福——— 进村入户宣传月”

活动中，广泛开展“计生助福——— 幸福家庭创建行

动”文艺宣传进村居活动，让广大群众尽享了计生

宣传文艺大餐。 (张涛 摄)

台儿庄区人大代表张习等人年初提出了“健康
先行进社区”服务计生户活动的建议。至6月25日，
活动受益群众达56000余人。图为张习（左一）到社
区活动现场，了解“健康先行进社区”服务活动开展
情况及计生户的需求。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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