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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邹城

城事

邹城开展大气综合整治攻坚行动

城城区区4499台台锅锅炉炉不不再再冒冒黑黑烟烟
本报邹城12月26日讯 (通

讯员 魏波 ) 邹城市开展大
气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动，目
前已整治违规建筑工地12家，
完成城区49台锅炉“煤改气”，
关停冒黑烟小锅炉19台，查处
群众大气污染投诉14件。

针对入冬以来区域性雾霾
天气，邹城市开展大气综合整
治集中攻坚行动，解决影响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的重点、难点
问题。

治理煤烟型污染，加快
全市18家燃煤工业企业脱硫
脱硝和除尘改造进度，达不
到进度要求的实施限产、停
产治理。取缔城区1 0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加快推进锅炉

“煤改气”工程。
规范管理建筑工地，限期

完善施工工地防尘设施，确
保现场围挡率、道路硬化率、
物料篷盖率、洒水保洁率、密
闭运输率、车辆清洗率、垃圾
清运率达到100%。对达不到
要求的，一律停工整顿。严格
道路扬尘管理，对运输煤炭、
渣土、垃圾、散装物料的车辆
实行资质管理与备案，严格
落实密闭措施，路段保洁员

负责监督举报。加大城区道
路湿式清扫和洒水保洁，严
禁无水机扫。

邹城市政府设立了整治煤
炭污染、整治建筑扬尘、整治道
路污染、执法监管四条工作线，
从环保、住建、城管、交运等部
门抽调专人组建“环保110”应
急分队，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加强值班巡查。

邹城食用菌协会

工会联合会成立

本报邹城12月26日讯(通讯员
栾蔚 王莹莹) 近日，邹城市食

用菌协会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在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食
用菌协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
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成
员，签订了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
议、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

今年以来，按照“规模以上企
业集中突破，规模以下企业全部覆
盖”的要求，邹城市总工会选择工
业园区、产业聚集地，加强区域性、
行业性工会组建工作，及时总结推
广了张庄镇石材产业工会联合会
成立和签订产业工资集体协议的
经验，建立食用菌行业工会联合会
等5个工会联合会，用行业工会和
村居(社区)工会联合会编织纵横交
错的工会组织网络，对小型、分散
非公有制企业实行“无缝覆盖”。

目前，全市建立非公企业工
会组织598个，覆盖非公企业2764

家，发展工会会员近18万人，建会
率和职工入会率达到99 . 9%。

初中生捡到钱包

主动上交派出所

邹城集中整治

城区的洗车业

本报邹城12月26日讯(通讯员
李长井) 12月11日至25日，邹城市清
理违规经营的洗车、美容业户。

清理范围为城区凫山路以东
不退城入园、违规经营的洗车、美
容业户，按照集中和分散执法相
结合的原则，对无证照经营、执照
超期经营、超范围经营的洗车店
(点)进行依法取缔。

邹城市人民医院设备建设又上新台阶

四四维维螺螺旋旋CCTT正正在在紧紧张张组组装装
本报邹城12月26日讯 (通

讯员 陈伟 孔刘生) 23日，
邹城市人民医院新引进的128
层四维螺旋CT目前正在紧张
组装中，将于近日投入试运行。
它是邹城市最先进、最高端的
螺旋CT，标志着该院设备建设
又上新台阶。

四维螺旋由德国西门子
公司生产，是世界上最先进、
扫描速度最快、射线剂量最

低、高分辨率达到亚毫米采
集图像的高端设备之一。它
融合了独有的银河平台，突
破传统CT技术瓶颈，实现了
从三维成像进入四维成像的
全新时代。与其它多排螺旋
CT机相比，它以无创、高效、
精确、立体的医学影像技术，
具有扫描时间更短、准确率
更高、覆盖范围更大等优点。
扫描速度以亚秒级计算，可

以在几秒钟内完成从头到脚
的全身高精度影像检查；扫
描空间分辨率高，采用专利
的磁悬浮机架驱动技术，最
薄层可达0 . 6毫米；扫描范围
增大，大覆盖范围下快速扫
描达到亚毫米级，可以扫描4
厘米的范围；后处理功能强
大，配备了功能强大的后处
理工作站和最新型的医学影
像工作平台，多种方法重建，

能自动进行预处理；具有四
维智能在线剂量调节管理软
件，减少了患者的射线剂量。

它可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疾
病的诊断、CT灌注成像、CT血
管成像、呼吸系统成像、腹部三
维成像与仿真内窥镜成像等方
面。该设备的使用，为临床诊断
提供了极好的影像诊断效果，
对提高临床诊断水平起到有力
的促进作用。

周周周周有有演演出出，，好好戏戏连连连连看看
邹城“文化暖冬”惠民活动真贴心

本报邹城12月26日讯 (通
讯员 赵海存 ) 邹城市正在
开展的“文化暖冬”惠民活动，
广场上周周有演出，好戏连连
看，在寒冷的冬季为群众送上
温暖的文化大餐。

邹城市以创建提升省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市为契
机，整合城乡公共文化服务阵
地，实施“15—20分钟公共文化
服务圈”文化阵地建设工程，整
合城区适合演出的广场、公园
等文化阵地和LED大屏等演出

设备，调整为文化部门统筹主
管，其他部门共管共用。对老城
区的文化阵地，按照群众需求
予以保留。对社区的文化生活
广场，实现居民小区与文化阵
地的共建共享。优化提升镇街
文化广场、文化大院百姓大舞
台、农家书屋，形成辐射带动效
应。

探索推行政府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的公开招标机制，
文化部门与演出队伍签订演
出合同。制定群众考评机制，

每个镇街选取20个群众建立
评委库，每场演出由5个评委
和5个现场观众打分签字，由
镇村盖章确认，报送照片、视
频资料后，市财政再进行付
费。全市共42支专业院团、业
余队伍参加竞争，最终选拔
出邹鲁演艺公司、太平梆子
剧团等10个演出团体参加邹
城市文化暖冬汇演活动。

在全市城区、村庄张贴演
出 海 报 ，公 示 演 出 时 间 、地
点、监督电话、演出队伍，保

证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每支队伍提供3种节目单，供
群众进行菜单式选择。针对
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个性
化的文化服务。在中小学生
中，开展“孟子文化进校园，
中小学生免费进景区”的“双
进”活动；在城区市民中，开
展“广场周周演”活动，每个
周五、周六3大广场将同时上
演；在乡镇群众中，利用“百
姓 大 舞 台 ”开 展“ 好 戏 连 连
看”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本报邹城12月26日讯(通讯员
屈绍龙 高善诚) 22日，石墙

中学的宋瑾捡到装有8334元现金
的钱包，并将钱包交换失主。

22日下午1时许，石墙中学初
一(5)班的宋瑾，在去找同学玩的
路上，发现一个黑色女式钱包。当
时，宋瑾将钱包打开后，发现有许
多百元钞票，2张银行卡，和一张
名叫宋晴晴的身份证。

“他就带着钱包，骑车去镇派出
所，在路上遇见父母，在父亲的陪伴
下来到派出所，将钱包交给民警。”
宋瑾的老师告诉记者，民警清点发
现，内有现金8334元、银行卡2张、身
份证1件等物品。随后，民警根据身
份证信息，最终找到失主宋晴晴，并
将钱包完璧归赵。

识别假币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邹城市公安局岗山派出所开展大走访调查时，让民警携带假币等，向广

大市民宣传讲解。图为24日民警向群众讲解识别假币的方法。
本报通讯员 张鹏 摄

格遗失声明
邹城润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丢失租赁发票一张，发票号
00061745，代码237081101155，金
额49333，日期2013年11月12号，声
明作废。

孙 勇 身 份 证 ( 证 号
371311198010283216)丢失，声明
作废。

周新房，山东科技大学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报到
证 ( 证 号 ( 2 0 0 7 鲁 人 ) 毕 字 第
200721042410034)丢失，声明作
废。

格公告
邹城市联丰商贸公司经董事

会研究决定于2013年12月26日起
注 销 该 公 司 ， 注 册 号
370883200019212-1，法人刘斌。特
此公告

邹城市联丰商贸公司
201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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