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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城事

滕滕州州取取消消4422项项行行政政许许可可事事项项
自今年12月9日起实施

本报枣庄12月17日讯 (记
者 甘倩茹 ) 滕州市市长远
义彬签署第1号市政府令，《滕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级
取消、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自2013年12月9日起施
行，公布取消了42项行政许可
事项。该决定指出，对公布取
消的42项行政许可事项，相关
机关立即停止实施。

据了解，取消行政许可法
要求的行政许可事项，可以使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得
到扩展。本次滕州市一次性取
消了42项行政许可，凡是被取
消的许可事项亦即政府退出
审批的领域，使得公民的权利
得以延伸。

42项行政许可事项分别

为：1 .节能技术单位资格审
查、能源设备管理和操作人员
上岗证；2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审批；3 .律师事务所设
立登记的审核；4 .律师领取执
业证的审核；5 .律师执业年度
考核的审核；6 .法律援助机构
律师年度考核的审核；7 .乡镇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及
组成人员审核；8 .人民调解员
上岗证的审核；9 .会计从业资
格考试报名条件的审核；10 .复
制、销售、转让、传播测绘成果
的审批；11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
经营许可初审；12 .燃气经营许
可初审；13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备案；14 .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审批；15 .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的审批；16 .水利水电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预审；
17 .规划建筑面积和日均用水
量超过规定规模的新建宾馆、
饭店、住宅小区、机关事业单
位办公设施和其他建设项目
的中水设施验收；18 .护堤护岸
林木采伐和林区采伐林木的
核准；19 .取水许可年审、取水
计划申报的审核；20 .灌区供水
计划调整的审核；21 .外商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审核及转
报；22 .设立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的审核；23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许可；24 .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备拆除、停用、维修、
更换许可；25 .向大气排放转炉
气、电石气、电炉法黄磷尾气、
有机烃类尾气的审批；26 .建设
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安全

审查；27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容器定点生产企业证书的审
批；28 .农业新技术的审定；29 .

农药广告的审核；30 .农村可再
生能源利用工程审查；31 .裁判
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的审批；
32 .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
的审批；33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设立审核；34 .煤炭生产
许可；35 .煤炭经营资格许可；
3 6 .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进
货、销货登记簿或者使用税控
装置的审批；37 .发票领购资格
的审批；38 .印制有本单位名称
发票的审批；39 .拆本使用发票
审批；40 .使用计算机开票的审
批；41 .批准携带、邮寄运输空
白发票的审批；42 .发票领购资
格的审批。

摩托骑进绿化带
醉酒男就地昏睡

本报枣庄12月17日讯 (记者
袁鹏 通讯员 孙希浩 ) 15日晚
上一名男子被发现平躺在洪绪镇
青啤大道绿化带的草坪上，被人发
现后，经调查这名男子原来是躲避
行人时撞入了绿化带，又因为喝了
点酒昏睡了过去。

15晚21时许，根据市局巡控工
作安排，洪绪派出所民警进行例行
巡逻，当巡逻警车行驶至洪绪镇青
啤大道时，发现前方路边绿化带上
躺着一个人，而旁边不远处则有一
辆摔倒的摩托车。那个躺着的人听
见动静也一动不动，毫无反应，巡
逻民警马上下车冲了过去。

民警来到近前，发现躺着的是
一名男性，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呼吸也正常，似乎就是睡着了，另
外这名男子身上有一股浓重的酒
气。在民警的呼唤下这名男子逐渐
醒了过来，经过民警一番询问，初
步得知该男子当晚下班后喝了点
酒，在回家的路上因避让行人将车
子冲入了路边的绿化带，在撞击与
醉酒的多重作用下男子随即就昏
睡在了路边。

在民警把他的摩托车从绿化
带中抬出，然后通过其手机，与其
家人取得了联系。不久，男子的家
人赶来，民警将该男子平安的送到
家人身边，离开了现场。民警表示
当时已是晚上，天气非常寒冷，如
果这名男子在路边那样昏睡一夜
很可能会因此丧命，也提醒民众要
增强安全意识，不要拿生命开玩
笑。

煤煤城城所所耗耗煤煤 六六成成产产自自外外地地
随着本地采煤量减少和工业转型，枣庄从外地采购煤炭的数量将继续增加

枣庄是因煤而兴的矿业城市,煤炭业在全市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柱
作用，因而素有“鲁南煤城”之称。然而随着煤炭资源的衰竭，调整产业结构已
经成为煤城不可避免的话题。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规划》中，枣庄被列入了资源衰退型城市。而近日，记者了解到，像枣庄这样
的产煤大市，竟然每年还需从外地采购约2000多万吨煤炭。

本报记者 杨兵三

据了解，电力、水泥、煤化工
均属于枣庄市的重要产业，枣庄
市属于山东省8个小火电机组集
中地区。2012年枣庄市用电量为
120 . 4亿千瓦时，按照每度电消耗
0 . 4千克煤计算，仅发电耗煤就
达481万吨。2012年枣庄市水泥产
能达3000万吨，按照一吨水泥耗
煤120千克计算，2012年水泥产业
耗煤达252万吨。

作为老牌煤炭城市和资源

枯竭型城市 ,枣庄在城市转型的
道路上 ,将着力点放在了工业转
型上,尤其是发展煤化工产业。枣
庄市政府提出，力争到2015年,把
枣庄煤化工产业打造成为千亿
元产业集群,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枣庄市已有鲁南化肥、国泰化
工、新能凤凰、海化煤业等煤化
工企业30余家，已建和在建煤化
工项目总投资达到559亿元，煤
化工产品达到44种，产业链条非

常完整。枣庄成为全国产品最
多、规模最大、发展势头最强劲
的煤化工基地之一。据了解，
2 0 1 2年枣庄市煤化工产能达
997 . 44万吨，按照产能的75%计
算，枣庄市煤化工2012年消耗标
准煤660 . 28万吨，焦煤约426万
吨。据介绍，随着煤化工产业的
发展，煤炭需求量将继续加大，
而枣庄从外地的购煤量预计也
将有所增加。

工业转型，煤化工企业耗煤量将加大

滕州新一轮露天矿山关闭整治工作启动

六六家家露露天天矿矿山山 年年前前将将被被关关停停
本报枣庄12月17日讯(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张涛 高
训蒙) 17日，记者了解到，为进
一步推进露天矿山关闭整治工
作，加快建设生态滕州，滕州市
政府11月份组织召开了露天矿
山关闭整治工作动员会议，印发
了《滕州市露天开采矿山关闭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开始了新一

轮的露天矿山关闭整治工作。
据了解，由于滕州市地处

鲁南丘陵地带，山石资源丰富，
但是长期开采，部分山体地质
地貌、自然植被系统、土地资源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道路损
毁、水土流失、粉尘污染、噪音
污染等危害次第出现，矿区周
边环境也日益恶化，给市民生

产生活造成很多不良影响。为
此，近年来，滕州市多次开展了
整治行动，露天矿山由2009年的
三十多家缩减到目前的六家。

而记者了解到，根据新出
台的《滕州市露天开采矿山关
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2014年1

月底前，滕州将完成南沙河镇
合力建材有限公司、官桥镇鹏

程石料厂、羊庄镇钓鱼台石材
厂、界河镇龙头石料厂、滕州市
界河镇采石场、东郭镇滕辉石
材厂这六家露天开采矿山的关
闭任务。在2014年12月底前，将
完成上述六家采石场及全市

“三区两线”以外的所有损毁山
体及残留矿坑生态环境的治理
工作。

煤城采煤寿命进入倒计时

枣庄辖区内有陶枣、官桥、
滕南、滕北、韩台5个煤田,含煤面
积1000余平方千米 ,占全市土地
总面积的23%。滕南、滕北煤田含
煤面积较大 ,资源储量较丰富,主
要煤种为气煤、肥煤和天然焦，
是优质动力用煤和炼焦配煤。据
了解，枣庄煤炭资源丰富，至今

已有700多年的开采历史，特别
是建国后，产量大幅增加，为国
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经过长期开采，煤炭资源已日
渐枯竭。

据勘测，目前枣庄煤炭可采
量不足6亿吨，按每年开采2000万
吨计算，30年后将无煤可采。

枣庄市2012年煤炭产量约为
1700多万吨，但由于市场经济等
原因，部分煤炭销往外地。有分
析人士估算，每年销往外地的煤
炭约有1000万吨。

“有些煤炭不适合本地使
用，就卖到外地”，据煤炭局工作
人员介绍，电力、煤化工等产业
均对煤有较高的使用要求，比如
含硫量、热量等。本地有些煤炭
达不到电厂或煤化工的要求，或
者是没有合适的买家，就要运往
外地卖给需要的买家。

另据了解，有些煤炭经销商
在枣庄境外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一般有了固定的渠道都会保持
长期合作，特别是有些煤炭经销
商打不开本地市场，而在外地却
有销售渠道，也有些是出于企业

效益等方面的考虑。”枣庄市煤
炭工业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悉，2012年枣庄市耗煤总
量约3100万吨，2013年前三季度
耗煤量约为2400万吨，而且每年
总耗煤量均在3000万吨左右。同
时，据介绍，去掉每年外销的煤
炭量，枣庄市每年需要从外地购
入的煤炭达2000多万吨。“出于经
济效益考虑，有些电厂或煤炭经
销商会购买一些外地的煤炭，特
别是新疆、内蒙等地的煤炭煤质
好，但是价格特别低，有的甚至
每吨价格不到100元。”枣庄市煤
炭工业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另
外，据了解，随着本地采煤量减
少和煤化工及其他产业的耗煤
量增加，枣庄从外地采购煤炭的
数量将继续增加。

煤城每年还需买煤2000多万吨

在一家洗煤厂内，工人们正在筛选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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