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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关注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程

凌润 ) 今明两年，莱芜市在雪

野、大王庄生态旅游片区，杨

庄、寨里现代高效农业片区两

个片区先行试点涉农资金整合

工作，并通过 2至 3年的时间打

造一批“特色产业发展好、基

础配套条件好、公共服务保障

好、生态宜居环境好、管理运

行机制好”的新型镇。

近日，莱芜市政府出台关

于实施涉农资金整合推进生态

文 明 乡 村 建 设 试 点 的 实 施 意

见。2013年至2014年，莱芜市在

雪野、大王庄生态旅游片区，

杨庄、寨里现代高效农业片区

两个片区先行试点，每个试点

片区选取部分特色村，通过集

中投入、连片整治，不断提升

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特色产业发展水平。

据介绍，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工作的目标是，通过两年的

努力，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发

展好、基础配套条件好、公共

服 务 保 障 好 、生 态 宜 居 环 境

好、管理运行机制好”的新型

镇 (村 )，努力实现试点片区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同

步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与

城镇公共服务水平同步改善、

农民收入与镇级财政实力同步

增长“三同步”目标。

实施意见确定通过整合涉

农资金，实施点、线、面“三整

治”和产业富民“一强基”四项

重点工程，同步推进示范片区

综合整治，提高城乡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其中，镇驻地村的

综合整治，力争要达到“十有”

标准，即有完善的城镇建设规

划、支撑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

业、规模大档次高的社区、运

转高效的便民服务中心、垃圾

压缩中转站、污水集中设施、

较大面积的游园绿地、发达的

金融服务设施、完善的教育文

体科技医疗设施、健全的养老

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构

建镇际、村际之间联系密切、

衔接顺畅的路网、水网、管网

“三网建设”。

雪野杨庄试点

涉农资金整合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陈
静 ) 莱芜市“环保百日攻坚”
动员大会召开后，莱芜市工商
局高度重视，按照“环保百日
攻坚”活动分工，结合工商工
作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措
施，积极发挥工商智能作
用，深入开展“环保百日攻坚”
活动，确保区域环境安全，加
快建设生态宜居新莱芜。

莱芜市工商局采取严把
企业注册关、严格市场监督管
理、充分发挥协会职能、加强
教育宣传引导、积极搞好协作
配合、抓好内部任务落实，六
大举措助力“环保百日攻坚”
活动。

7日上午，莱芜市工商局
农资稽查大队分别到济宁天
力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莱
芜分公司、莱芜市农乐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进行抽样检
查。农资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
介绍，为了保护环境，根据工商

部门的职能，将对全市的农资
进行不定期的检查，重点检
查对象是农业、农资、化肥、种
子等。特别是对假农药、假化
肥、假种子，进行了定点抽查，
对不合格的化肥进行了深埋处
理。通过对假农药、假化肥的检

查，对环境保护起 到了重要
作用。

据了解，工商部门除了在
每年春夏秋对农资、农药、化
肥等进行三次检查外，还会根
据群众举报，不定期的对各门
店进行检查。自开展“环保百

日攻坚”活动以来，工 商部
门加大了管理力度，抽出精干
人员对全市的农资经营业户
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目前检
查经营户60多家，并对不合格
的5家进行了处理，下一步将
对化肥、农药的检查加大力
度，坚决杜绝假农药、假化肥
流入市场。工商部门为了加强
农业市场监管，要求农资经营
户实行一帐一卡一留样。

莱芜市农乐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严保产品进货质量关，确保
不给社会带来危害，严格按照
国家政策、制度来执行。

莱芜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
副局长李普荣说，针对涉及环
保项目的企业，工商部门严格
审批制度，从受理开始就对环
境评价的报告及环保部门评价
的意见进行审查，对需要环评
审批的项目，在注册登记过程
中严格把关。

市市工工商商局局六六举举措措助助力力环环保保百百日日攻攻坚坚

本报 1 1月 7日讯 (记者
肖 龙 凤 张 榕 博 ) 近

日，本报张刚大篷车、齐鲁
晚报网等为莱芜市莱城工
业区 (口镇 )陶镇小学捐建

“金钥匙爱心书屋”，为孩子
们送去了800多册崭新的图
书。这些书预计将于半年后
进行流转，孩子们届时将迎
来新一批图书。

4日上午7点半，本报张
刚大篷车载着800多册崭新
的图书向莱芜出发。此次捐
赠活动由本报张刚大篷车
与齐鲁晚报网联合发起，山
东省教育学会为活动提供
了有需要的学校，图书则由
热心公益的济南市振邦保
安服务总公司槐荫分公司
捐赠。

9点半，本报张刚大篷
车、齐鲁晚报网和济南是振
邦保安服务总公司槐荫分
公司一行人将书送到了莱
芜市莱城工业区口镇申陈
村。因为新校舍尚未建成，
申陈村一处有着三四十年
历史的小小校园，成为陶镇
小学一二年级孩子们的临
时校园。虽然校园破旧、设
施较差，孩子们学习的劲头
儿却不减，朗朗读书声从教
室里传出。

据陶镇小学校长刘安

国介绍，学校现在的三四千

册图书都是老师们自发捐

赠的，其中适合孩子们阅读

的仅占一半左右。目前该校

有4 1 0多名学生，远远达不

到国家规定的人均 3 0册课

外书的标准。

此次捐建“金钥匙爱心

书屋”送来的8 0 0册图书解

了学校的燃眉之急，也是本

报 组 织 的“ 金 钥 匙 爱 心 书

屋”首批流转图书。按照计

划，半年后，志愿者将为陶

镇小学送来一批新图书，并

把之前送来的图书送到别

处。

“金钥匙爱心书屋”捐

赠活动是由志愿者发起的

公益活动，目前已在省内捐

建了十余所爱心书屋。本报

张刚大篷车也已联合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在全省捐建

了60余所爱心书屋。本报将

与志愿者一道，走访、落实

缺乏课外图书的中小学，向

社会公开募捐课外读物等

图书，然后将图书送到学校

捐建爱心书屋、签订图书流

转协议，并将定期走访各爱

心书屋，进行图书流转、补

充新书。

本报张刚大篷车、齐鲁晚报网联合企业捐建爱心书屋

莱莱芜芜小小学学生生收收到到首首批批流流转转图图书书

齐鲁晚报全媒体运营中心内容总监鲁超国与槐荫保安公司
团委副书记刘江永共同为爱心书屋揭牌。 周晓彤 摄

听说将要有新书看，孩子们都很高兴。 周晓彤 摄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郭增辉 ) 日前，记者从

莱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今年以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已按照标准条件和备案程序，办
理保健食品经营备案13家。“在保健
食品经营环节实施备案管理制度，
对保健食品经营企业进行备案登
记，是在国家保健食品管理法律法
规出台前加强保健食品经营监管、
确保产品安全的有力措施。”市食药
监局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食品安全法》实施之
后，原由卫生部门审核发放的《食品
卫生许可证》停止办理，国家对保健
食品的监管办法仍在制定之中。在此
期间，莱芜市食药监局积极探索保健
食品经营监管模式，先后采取了延
续、临时确认等措施，确保了保健食

品在过渡时期的秩序稳定和质量安
全。为更好地推进保健食品经营业健
康发展，通过与相关部门协商沟通，
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决定从7月1日
起，开展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备案登记
工作。明确规定：在《保健食品监督管
理条例》出台之前，拟经营保健食品
者应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资料审查和现
场核查后，达到保健食品经营标准条
件的，核放《保健食品经营审查备案
表》。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保
健食品经营审查备案表》，到工商部
门办理工商登记。

目前，莱芜市已有13家保健食
品经营企业已经办理了备案登记。
通过办理保健食品经营备案，管理
制度不断完善，保健食品质量得到
保障，经营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13家保健食品经营企业通过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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