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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滕州新闻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记者 甘倩
茹) 滕州市上半年实现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66 . 33亿元，比上年增长3 . 1%。
其中服务业增长较快。

在农林牧渔业产值中，农业
51 . 42亿元，增长3 . 3%，林业0 . 41亿元，
增长3 . 3%；畜牧业10 . 91亿元，增长
1 . 0%，渔业1 . 13亿元，增长7 . 0%，服务
业2 . 46亿元,增长8 . 9%。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7767元，增长13%。

2013年滕州市小麦收获面积
84 . 35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粮食生
产呈现面积略增、单产增加、总产增
加的“三增”态势。上半年的畜牧业
则有增有减，生猪存栏43 . 2万头，较
去年同期略减。目前，生猪价格7 . 6元
左右，超过养殖盈亏点，预计三季度
生猪价格会继续上涨。而家禽生产
则进入低速发展阶段，受国内H7N9

疫情和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弱的影
响，活鸡价格出现快速下跌，直至端
午节前后活鸡价格才有所回升。目
前，家禽养殖逐步走出疫情阴影，
存、出栏恢复性增长。

农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疫情
冲击畜牧业、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和
高附加值农产品偏少等原因，是制约
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比如农产品
成本这一块，今年的种子、农药、化肥
等生产资料价格都有增长，种植一亩
小麦，平均农机成本90元，化肥成本达
到150元至200元，灌溉成本50元以上，
对农民增收带来不利影响。”滕州市
将继续推广规模养殖、稳定农业生产
资料、引导调优种植结构等措施，保
障农业经济发展，保障农民增收。

农林牧渔总产值
上半年增3 . 1%

滕州第四批次廉租住房实物配租选房举行

6699户户低低收收入入家家庭庭将将住住进进新新房房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马平) 12日
上午10点,滕州市第三批廉租住
房实物配租选房活动,在滕州住
房办四楼会议室举行。此次共有
69户低收入家庭选房配租,配租
的廉租住房房源位于金城花园
小区。

据了解，第四批廉租住房实
物配租工作于6月份开始启动，
在申请时限内，共受理了74户居
民家庭的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申
请。申请家庭户口所在居委会、
街道办事处和市民政局、市廉租

住房保障办公室对申请家庭资
格经过三级审核、评分排序，公
示，并对公示期间的有关异议情
况进行了复核确认，最终确定5

户家庭不符合条件，其余69户居
民家庭符合第四批廉租住房实
物配租条件。相关部门又根据申
请家庭的实际情况,将这些家庭
分为优先家庭组和普通家庭组
两个组别。优先家庭组主要包括
重点优抚对象、肢体残疾、视力
残疾及70岁以上老人申请家庭，
共6户优先配租低楼层住房；其
余为普通组家庭，共63户。

滕州市住房办主任王继宁
表示，为确保此次廉租住房配租
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他们邀
请了滕州市纪委监察部门全程
监督，公证部门现场公证，齐鲁
晚报、滕州日报等有关新闻媒体
的见证，让符合条件的家庭现场
选房，完全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
督之下，实行阳光操作。

记者了解到，在廉租住房建
设方面，滕州从2008年以来，争取
中央投资1200万元，落实地方配
套资金8657万元，新建廉租住房
1200套。目前，已经竣工并完成结

算审计740套，即将竣工410套。在
廉租住房保障方面，覆盖面已经
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居民家
庭，住房保障面积标准提高到人
均15平方米，租赁补贴标准低保
家庭达到5 . 4元，低收入家庭为
4 . 2元。从2007年至今，已累计保
障居民家庭954户，其中发放廉
租住房租赁补贴699户134万元，
实物配租保障407户，建立起了

“方式完善，覆盖全面，应保尽
保，管理有序”的廉租住房保障
机制，较好地解决好了最低收入
群众的住房问题。

为偿外债，一伙男子想歪法

骗骗租租轿轿车车 抵抵押押骗骗钱钱5500余余万万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记者

孔红星 通讯员 刘阳河 刘
剑) 滕州男子温某、王某、满
某、赵某等人欠了外债无力偿
还，便想出了用骗租轿车作抵
押借款还债务的伎俩，结果债
务没有还上，反而被自己设的
骗局套住。滕州警方通过深查
细挖于8月4日将这伙诈骗犯罪
嫌疑人抓获。

7月25日20点左右，滕州市
某汽车公司的黄某在滕州市某
公司，发现被王某租用并失踪
多天的别克轿车后，立即电话
报警。接到报警后，北辛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比对，此车正是
黄某公司已经出租的轿车。该
车于7月5日被家住滕州市西岗

镇的王某以驾驶证作提保，以
3680元作抵押租走别克轿车，租
期为三天。租期过了10天后，王
某不但没有还车，还失去了联
系，四处寻找该车的黄某在某
公司发现了别克车。了解情况
后，北辛派出所、刑警一中队立
案成立专案组开展缜密侦查。8

月3日晚9点多钟，办案民警掌握
了一条重要线索，将温某等人
抓获。

经连夜突审，办案民警挖
出了温某、王某、满某、赵某等
人以骗租汽车，再利用假证件
抵押汽车骗取他人现金50余万
元的犯罪事实。5月7日，被外债
逼的走投无路的王某、满某找
到有赚钱“门路”的温某寻找赚

钱路。预谋后，由王某、满某负
责到汽车租赁公司骗租汽车，
再由温某联系被借款人骗钱还
债。王某、满某二人以满某驾驶
证和3000元现金作抵押，以王某
身份证做担保，在滕州市平行
路某汽车租赁公司租走一辆车
主是女士的红色中华轿车，温
某以该车车主为王某老婆的谎
言骗得韩某信任，将该车抵押
给韩某骗取现金2万元。钱到手
后，满、王二人除偿还部分债
务，其余钱款被温某、满某、王
某三人挥霍。

钱花光后，中华轿车还没法
赎回。三人便再次打起租车骗钱
的主意。被外债逼的没有退路的
赵某也加入了骗钱行列。5月13

日，满某、赵某二人以满某的驾
驶证和7000元现金作抵押，以赵
某的身份证作担保在滕州市学
院路某汽车租赁公司骗租一辆
帕萨特轿车。轿车到手后，温某
找到好友王某某，根据帕萨特轿
车车主信息，以赵某身份办理了
一份假的帕萨特轿车车辆登记
证。随后，温、赵三人将帕萨特轿
车抵押给韩某，骗取现金5万元。
满、王二人将其中的2万元于5月
14日交给韩赎回中华轿车。就这
样，温、满、王、赵等人用先租车
再抵押骗钱的手段，共骗得中
华、别克、丰田、奥迪A6、帕萨特
等轿车8辆，骗取他人现金50余
万元。案件查实后，滕州警方迅
速将王某等人刑事拘留。

市民在现场选房。

网上购物、电话订餐...

不不愿愿出出门门 高高温温催催热热““宅宅经经济济””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记者

甘倩茹 ) 滕州市持续的高
温让外出市民苦不堪言，不少
市民习惯了一天洗两次澡 ,换
两身衣服，并表示能在家待着
就绝对不外出。网购代替逛
街、叫外卖代替外出就餐……
高温天气也催热了宅经济。

滕州朱记美食快餐外卖
最近午餐外卖业务猛增。“基
本都是附近的老顾客，原来有
些人中午会到店里来吃饭，但

现在因为天热不愿意出来，就
打电话让我们去送。”老板朱
先生说。他还表示近几天有需
要送饭上门的，需要提前电话
预订。步行街一些小吃店也表
示近日附近店面店员和住户
中午订餐的人明显增多。

今年17岁的季洁是一名
准大学生，没有了高中沉重的
学习任务，季洁这个暑假过的
很滋润。她说自己目前的状态
是“昼伏夜出”。“白天真是太

热了，出去就是去蒸桑拿。”她
说。她表示自己原来挺喜欢逛
街，但是现在买东西一般都是
网购，从高三放假开始，她就
开始在网上搜罗大学可能用
到的东西，她的行李箱就是从
网上团购来的。不过她暑假还
有一个目标就是减肥，为此她
还报了一个可以全天上课的
瑜伽班。她为了躲避高温，只
上晚上两节课。“我晚上从六
点开始去练瑜伽，八点半回

家。其他时间根本就不能出
去，太热也太晒了。”她说。她
还表示很多同学和她一样，天
天宅在家里，彼此联系也在网
上，一些外出计划也因为天热
取消了。

在随机采访中，不少年轻
市民还表示因为高温，能不外
出就不外出。并且交话费、电
费等生活费用，也会选择在网
上支付。“这么热的天，一想到
出门就头疼。”有市民说。

为实现市局“整治震慑显著提升、
可防性案件大幅压减、街头犯罪明显
减少、季节性犯罪不发生反弹”夏季治
安整治的目标，工作中，做到“四个强
化”。一是强化信息收集。通过走访座
谈和发挥信息员作用认真收集有价值
的信息。二是强化巡逻防范。严格坚持
派出所夜间专职巡逻制度，并督导厂
企，村居治保会扎实开展夏季治安巡
逻。三是强化宣传发动。力争通过警务
公开栏、召开村干部会议的形式发动
群众积极举报犯罪线索。四是强化“天
网”工程作用。对已安装电子监控的村
居，督促村干部对村内电子监控运转
情况常检查，常维护，切实发挥电子监
控“天网”工程的作用，使夏季治安整
治行动向纵深发展。 (通讯员 袁汝
敏)

姜屯派出所采取四强化措施
扎实开展夏季治安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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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友情提示：本广告审查仅属于广
告法要求范围内审查，应征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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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本报不承担相关责任。鹃
◆临沂电力学校招生

国家级重点学校，2013年开设
发、供电专业全日制统招大、中专
班，毕业后全部安置到发电厂、供电
等单位工作，保证学生全部就业。
电话：0539-8532618

网址：www.lydlzz.com

◆滕州市荆河天源装饰涂料店营业
执照(注册号370481600240193)丢失，
声明作废。
◆ 郝 忠 芹 营 业 执 照 ( 号 码
370481600336703)注销，声明作废。
◆枣庄市宁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税
务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税 号
370402591350378，声明作废
◆滕州市龙泉昂昂五金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704813093496)丢
失，声明作废
◆滕州市龙泉昂昂五金经营部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L1795006—
4)丢失，声明作废
◆ 曾 喻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号 码
370695344)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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