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城事事

20133年7月1122日 星期五 编辑：张旋 组版：刘亮

魅力滕州 DD033

沿街单位要扫好“门前雪”
试点单位签“门前五包”责任状

本报滕州 7月 1 1日讯
(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张厚良 ) 1 1日，记者了解
到，为进一步规范城市秩
序，目前，滕州开始在善国
路、大同路、解放路等主干
道进行试点，在沿路、街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经
营商户以及市场门口设立

“门前五包”服务岗。
据了解，目前，滕州全

市已有30余处“门前五包”
服务岗，共招聘了70余名退
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参与到
城市管理中来。据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现在滕州正
在进行七城同创，以此为
契机，他们从城区善国路、

大同路、解放路等主要道
路为突破口，率先实施了
以 包 净 化 、包 美 化 、包 亮
化、包秩序、包绿化为主要
内容的门前“五包”管理制
度，沿路、街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个体经营商户、市
场均纳入“门前五包”责任
范围。“像善国路，它是贯

穿滕州南北的主要干道，
善国路目前已按照单位的
规模和性质在门前五包管
理上采取了自包、委包、联
包三种形式，沿街企事业
单位、商铺与相关部门签
订了《门前五包责任书》，
使得门前五包管理工作在
得到深入推进的同时，也

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的参
与，让以往一些城市管理
较为棘手的野广告、车辆
乱停乱放、垃圾随意倾倒
等繁琐问题责任细化，落
实到了单位、经营户和个
人，沿街业户同时成为了
服务者和受益者。”工作人
员介绍，“明年我们将在全

滕州市的主干道推行这一
政策，后年应该会拓展到
背街小巷。”

“其实，‘门前五包’和
市民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
在各商超门前统一管理市
民停放的车辆，帮助市民按
秩序停车，而且不收取任何
看车费用。”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滕州7月11日讯(记
者 甘倩茹) 市民王先生5

日在银行取钱时，只顾着和
朋友聊天，忘记把银行卡从
自动取款机取出来，粗心的
王先生被人取走一千元。

5日，王先生和朋友两
人去滕州学院路中国银行
取钱。“当时和朋友聊得正
热乎，把钱取出来就走了。”
王先生表示只顾着和朋友
聊天，银行卡并未拿出来。
他还没走到距离中国银行
不远的联通营业厅，手机就
收到了银行卡取钱一千元
的通知，王先生这才想起自
己取完钱后银行卡并未取
出。而这时，距离王先生走

出银行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王先生立即回到自动

取款机处，发现取款机处已
经无人，并且卡也没有了。
于是，王先生来到中国银行
业务大厅，在银行工作人员
的提醒下，王先生向北辛派
出所报了警，并把银行卡进
行了锁卡。

警方向银行拷贝了监
控视频，视频显示，一位身
穿白色衬衣的中年男子取
走了王先生卡里的钱。王先
生表示虽然取走的钱不多，
但自己非常气愤。同时也想
提醒市民在银行自动取款
机取钱时一定要谨慎，不给
想钻空子的人可乘之机。

取钱忘拔银行卡

一市民被盗取千元

本报滕州7月11日讯(见
习记者 殷悦) 近日，韩亚
空难引发关注。日前，记者
咨询了滕州市多家旅行社、
培训机构后了解到，已有报
名者因韩亚空难事件而退
团，另有一些家长因担心孩
子一人出行，改为与孩子一
同出国。

记者从中国国旅(枣庄)

国际旅行社了解到，10日，
该旅行社暑期第一批赴美
游学团已出发，共计三十
人。该旅行社负责人裴久睿
告诉记者，“受韩亚空难的
影响，已经有个别报名者提
出退团，也有的家长因为担
心孩子的出行安全，临时决
定报团和孩子一同出国。不
过大部分家长还是打电话

反复要求加强安全管理。”
记者从各大旅行社、培

训机构了解到，赴美游学宣
传单页中均将“赠送价值200

元境外救援险”、“旅游意外
险：最高保额30万元每人”
或是“乘坐美联航直飞美
国”等字眼列于显眼处。在
枣庄百事通天马国际旅行
社陪同儿子咨询赴美游学
项目的孙先生告诉记者，韩
亚空难事件也让他很担心。

“看到这个新闻后，确实很
担心。但是转念一想，刚发
生过空难之后是最安全的，
组织者和航空公司肯定会
更加注意，何况我们从去年
就计划着今年暑假送儿子
去游学了，就不打算改主意
了。”

担心出行安全

报名者退出游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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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阳镇高度重视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积极采
取措施，提升服务水平，真正
让群众得到实惠。

该镇通过举办讲座、查前
一堂课，让育龄群众充分了解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及相关知识；组织计生工作人
员进行集中培训，学习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的相关知识；镇村
计生干部通过进村入户、摸底
调查等方式收集全镇计划怀
孕夫妇信息，计生办为其建立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资料档案，
进行分类管理，并及时反馈信
息，提供跟踪服务；引导患有
不宜怀孕疾病的对象及时治
疗，并为他们提供优生优育知
识培训，定期进行康检服务，
对查出怀孕及存在风险的人
员，安排专人进行跟踪指导。

(邱绍义 吴运永)

龙阳镇全面加强免费孕检服务

烈日下的坚守

10日，滕州气温高达
38℃，枣庄供电公司滕州
客服中心东沙河供电所
员工冒高温砍伐10千伏
吉山线线路防护区内的
树木，当天砍伐树木60余
棵。近期，滕州地区持续
高温，用电量节节攀升，
滕州客服中心加强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加大电力
线路走廊清障伐树力度，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全力应对夏季用电高峰。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本报通讯员 徐同超
班开超 摄影报道

在塔寺路升级改造现
场，记者看到市政工人们额
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在铺
设排污支管，时间还没到正
午，施工现场的气温就直逼
35摄氏度，节节攀升的气温
给施工带来了严峻考验，市
政处施工人员仍旧一丝不苟
地坚持施工作业，施工服被
汗水浸泡的留下层层汗渍，
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施工
忙碌而有序地进行着。
本报通讯员 李远健 本报
记者 张冬梅 摄影报道

在龙泉南路记者看到，
数 十 名 园 林 养 护 工 人 个 个
皮肤黝黑、挥汗如雨，正在
为 立 体 花 架 更 换 鲜 花 而 紧
张忙碌着，园林工人用汗水
滋润着朵朵鲜花，点缀着龙
泉路的每一个街角。
本报通讯员 李远健 本报
记者 张冬梅 摄影报道

安康花园三期是滕
州保障性住房的施工现
场，为了让更多的低收
入家庭尽早的住上保障
性住房，建筑工人不畏
辛苦，依然坚持在工地
现场忙碌着。

本报通讯员 李远健
本报记者 张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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