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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说起保险那些事，市民多有抱怨

不不买买心心不不安安 买买了了真真麻麻烦烦

本报枣庄9月28日讯(见习记者
杨兵三 贾晓雪) 原本是镇里的

一条要道，如今却因道路坎坷和漫
天的灰尘，使得许多的驾驶员被迫
绕道而行。

9月27日，记者接到梁先生的热
线电话，反映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
庄路段路面破败不堪，难以行驶，并
且经常发生车祸的情况。28日，记者
坐上了台儿庄到薛庄的客车，亲身
体验了薛庄路段行驶的情况。由于
路面高低不平，车速非常缓慢，司机
开起来异常小心。记者选择在涧头
集的一处地方下车，一辆拉石子的
大车刚好经过，漫天的灰尘让人睁
不开眼，20米外的景物都湮没在烟尘
中。待大车经过，用湿巾擦拭，发现
脖子和脸上已是满满的尘土。

“晴天的时候跟上雾似的，空气
里全是灰尘，根本睁不开眼睛，甚至
无法呼吸。下雨天的时候路面积水
严重，就成了‘泥水路’，这种情况都
存在3年多了，也没人管，村里的人想
去区里办点事都特别麻烦！”一位村
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由于附近有个水
泥厂且还有山，经常会有拉石头的
车经过这段路。“这条路修好之后没
过几年就被轧成这样了，拉石头的
车太多了，频繁的时候不到五分钟
就能过去两班车，一班车有三到五
辆。”住在路边的王先生说道。

晴天满眼“雾”
雨天一身泥

本报枣庄9月28日讯(见习记
者 韩微) 说起保险，大多数市
民都显得是又爱又恨，平时没病
没灾，用来花钱买安心，但是真到
了该用保险的时候，总是会有不
少麻烦出现。最近，本报就接到几
位读者的来电，他们讲述了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保险事。

买车了就得给爱车安个保
险，最近家住峄城区的程先生却
因为爱车的保险问题烦躁不安。
据了解，程先生在一家私人工厂

上班，但在最近几天却在停车场
内不小心和另外一辆车发生刮
蹭。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出险后，确
认是程先生负全部责任，在保险
公司赔付对方车辆后，还答应同
时赔付程先生几百元的维修费。
看到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程先
生也没太在意就赶紧开车去了修
理店，直到维修后，程先生才发现
维修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保险公司
所答应的赔款。而最让他闹心的
是，在事发当时，程先生因为没有

向事故对方索要交强险复印件，
以至于最后理赔时，保险公司就
少支付程先生100元的理赔金。

“买保险时，他们也没提醒一下，
签完字我也就没再动过当时办理
保险的资料，现在真是花钱买教
训。”程先生说。

说到保险，市民李女士也是
满肚子抱怨。“想让我买保险的
时候，天天打电话联系，还总是
往我家里跑，现在保险买完了，
却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了。”家住

市中区的李女士说，本来买保险
的时候就比较犹豫，最后还是看
给自己办保险的销售人员那么
热心积极，就下决心和先生一人
买了一份。但是买了之后，就再
也不见那个销售人员的踪影，总
感觉这钱是不是被骗了，要不是
觉得退保损失挺多，真想现在就
赶紧退保。像李女士一样，不少
市民也在买保险的过程中遇到
过“回访应付”的事情，不少保险
推销员在推销保险的时候热情

洋溢，一旦顾客签下购买协议，
销售人员们立马变脸，没了电
话、也不见了踪影，遇到理赔环
节也总会拖拖拉拉。
不知道您生活中是否遭遇过以
上的经历 ,如果您有什么想跟我
们反映交流的 ,可通过下面的联
系方式给我们发来信息 ,期待您
的来信!

财金热线QQ:2921458251

邮箱:hanwei91123@163 .com

或2921458251@qq.com

山色变
游客欢

随着气温转
冷，枣庄部分山区
的植被也出现明
显的色彩变化，体
现出了初秋的感
觉。图为28日，游
客纷纷来到抱犊
崮景区欣赏初秋
的美景。

本报记者
袁鹏 摄影报道

本报枣庄9月28日讯(记者 袁
鹏) 市中区一名二十四岁男子前两
年染上了毒瘾，由于没有工作他很
快就无力再购买毒品。为了能继续
吸毒，他今年6月份转而开始贩毒，9

月3日被警方抓获。
据了解这名贩卖毒品犯罪嫌疑

人徐某是枣庄市市中区人，今年刚
满二十四岁。大概两年前他通过身
边一些朋友逐渐接触上了冰毒。由
于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所以徐某
刚开始时只是“尝一尝”，不敢吸食
太多。但他听有人说冰毒不像可卡
因那么烈，没什么太大的毒瘾，于是
他就慢慢开始加大了吸食冰毒的剂
量和频次，结果很快就上了瘾。

但是购买冰毒需要大量的钱，
徐某因为没有固定工作缺乏收入来
源，所以很难继续筹集到足够的钱
来购买毒品。2013年年初开始，他就
开始“断顿”了。这时他想到自己反
正是染上毒品了，何不利用毒品弄
些钱呢？2013年6月份以来，徐某通过
打听先后多次从枣庄周边县市购买
了冰毒四十余克在市中区贩卖，从
中牟利五千余元，这些钱基本都被
他用作了自己的毒资。9月3日，刑侦
大队联合青檀路派出所的民警经过
侦查掌握了徐某吸毒、贩毒的证据
后对其实施了抓捕，将其捉拿归案。

没钱吸毒
男子转而贩毒

重组三所高中，区驻地仅保留三所初中

薛薛城城教教育育资资源源大大整整合合

“通过撤、并、改、扩等办法，使全
区教育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教育质量
和办学水平全面提升。”薛城区教育局
信息科科长曹宝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就在进行
枣庄四中和八中的准备工作，开学之
后包括高二、高三共千余人转入枣庄
八中。”

薛城区教育局的相关人员介绍
说，全区教育资源整合工作从2013年开
始实施，2015年全面完成整合工作任

务。中小学校布局合理规范，学校规模
与教育需求相适应，小学、初中确保满
足100%的适龄儿童就读需要，高中满
足区域内适龄少年就读需要。基本普
及学前三年教育。初步形成覆盖城乡、
布局合理的区、镇两级办园体系和区、
镇、村三级学前教育服务网络，全区学
前三年适龄幼儿入园率达到90%以上。

另据记者了解，未来在学前教育
方面，在城区新建4所公办幼儿园(临城
街道中心幼儿园、兴仁街道中心园、兴

城街道中心园、巨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问题。

“新建、改扩建6所镇街中心幼儿
园，使每一所镇街中心园都达到省级示
范园标准，充分发挥中心幼儿园的示范
辐射作用。”薛城教育部门的相关人士
介绍，下一步将改扩建16所农村小学附
设幼儿园，使所有小学附设园达到规范
标准，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力度，
提升民办幼儿园办园水平，完成薛城区
学前教育培训中心建设使用任务。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本报见习记者 杨兵三

为打造与
市驻地相适应
的区域性教育
中心，结合“三
区合一”教育资
源移交，最大限
度地利用好区
域内教育资源，
薛城区教育资
源整合工作从
2013年开始实
施，2015年全面
完成整合工作
任务。期间将整
合城区初中教
育资源，实现农
村初中相对集
中办学；整合高
中教育资源，实
现农村高中进
城办学。同时，
初步形成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
的区、镇两级办
园 体 系 和 区 、
镇、村三级学前
教育服务网络，
全区学前三年
适龄幼儿入园
率达到 9 0 %以
上。

千余名农村学生，新学期进城读书

按照相关规划，薛城区小学教育
资源整合，保持农村现有小学设点布
局基本不变。把重点放在城区，结合
旧城改造、城南新区和枣庄新城区建
设。首先在城南新区，具体规划为常
庄镇种庄小学并入双语实验小学，逐
步将双语实验小学改制为公办学校，
逐步解决城南新区东部适龄儿童入
学需求。在常庄镇驻地新建常庄镇小
庄社区小学，或者扩建双语实验小
学，解决城南新区西南部适龄儿童入
学需求。另外老城区，扩建临山小学
东校区；完成南临城小学建设任务；
将原高新区实验小学并入枣庄二十

九中小学部，原高新区实验小学校址
划归枣庄八中所有；在泰山路小学的
基础上，创建区实验小学北校区，以
满足老城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并减
轻区实验小学班额过大的压力。针对
新城区，计划新建高楼小学，将大吕
巷小学、小吕巷小学并入其中；扩建
昂立小学、龙潭小学。

另外初中教育方面，在区驻地保
留3所规模不低于3000人的初中学校，
基本满足城区初中入学需要。将兴仁
中学并入枣庄二十九中学。逐步将奚
仲中学改制为公办学校，以解决城区
群众对优质公办初中教育的需求。舜

耕中学保留民办性质，独立办学。城
郊方面，枣庄十九中(沙沟)和枣庄四
十四中学(常庄)扩大招生规模，提升
办学水平。将枣庄十二中(陶庄)并入
枣庄二十中，整合陶庄镇属初中教育
资源，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将枣庄
十二中西南部招生范围划归至枣庄
二十九中学，将枣庄十二中东北部招
生范围划归至枣庄二十中。在南部，
周营镇中学并入枣庄四中，枣庄四中
成为区直独立初中，自2013年下半年
起不再招收高中。东部，将邹坞中学、
邹坞中心校并入枣庄五中，枣庄五中
成为区直独立的义务教育学校。

区驻地，仅保留三所初中学校

在高中资源整合方面，主要利用圣
园中学校舍，整合枣庄四中、枣庄五中、
舜耕中学三校高中部，成立“枣庄八中
东校区”，依托枣庄八中实施管理，采取
一校三区的管理模式，统一调配管理干
部和教师，统一招生并均衡分配生源，
统一配置教育教学装备，实现资源效益

的最大化。
同时，设立职业中专普通高中部，

2013年计划招生10个普通高中班、540人。
枣庄四中、舜耕中学自2013年秋季起，不
再招收高一新生。枣庄四中、枣庄五中
的新高二、高三学生并入枣庄八中南、
北校区。舜耕中学新高二、高三学生继

续在原校就读，直至毕业。
在满足本校高中教学需要的前提

下，枣庄五中、舜耕中学两校多余的高
中部教师和枣庄四中的高中部教师由
区教育局统一考核后分配到枣庄八中
三个校区。三校高中部聘用教师由枣庄
八中考核择优录用。

整合三所中学，成立枣庄八中东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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