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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报告中指出，2014年，薛城区
将全力推动服务业跨越发展，着眼
打造立足鲁南、辐射全国的物流新
枢纽，高标准编制物流业发展规
划。联合市煤炭局投资5亿元建设
鲁南煤炭交易中心，推动薛城区乃
至全市由煤炭生产向煤炭物流交
易转变；联合泉兴集团投资1 . 2亿
元建设大宗物资交易中心；联合市
粮食局、中储粮枣庄直属库投资
2 . 3亿元建设枣庄粮食仓储物流中
心，做大沿运临港产业；加快建设
投资 1 . 8亿元的邹坞铁路物流中
心，发挥枣临铁路出海通道优势，
实现“公铁海”联运。

与此同时，加快建设专业市场
群。建成运营万洲·浙商城一期、万
洲·第一街，启动万洲·浙商城二
期，打造入驻商家过万户、北中国
商贸总部基地；启动建设农畜产品
跨国采购中心、“鲁南之家”电子商
务基地，丰富天衢物流港业态，打造
区域性专业市场群龙头。做大做优总
部经济。同步推进珠江路金融商务区
项目建设和业态招引，开工建设一品
嘉园、合信大厦、润东科技城、福泰隆
广场，完成仲建商务广场、长城大酒
店、众信大厦主体施工，确保SOHO珠
江建成运营、进驻业态；同时，加大楼
宇招商力度，并全面繁荣商贸服务
业。建成运营贵诚购物中心新城店、
临城大酒店，完成银座商城鲁南旗舰
店主体施工，加快中央天街、双子座
城市综合体、鲁南国际商贸城、鸿基·
万尚城等项目建设，合理布局中心城
区便民网点。

另外，提速发展文化旅游业。全
面挖掘古薛文化、奚仲文化、铁道游
击队红色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开工建设投资60亿元的
魔幻城(Magic乐园)、投资5亿元的天
穹影视基地、投资3亿元的滑雪休闲
基地、投资2 . 1亿元的蟠龙河欢乐谷
等项目，规划提升铁道游击队影视
城，承办好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
赛等节赛活动，引进一批游乐演艺
等体验项目，加快建设区域性旅游
集散中心。

绘制物流业蓝图
立足鲁南辐射全国

推动城乡一体 打造宜居薛城
2014年，薛城区将全力推进

城乡一体发展。中部老城，加快建
设回迁工程，完善提升基础配套，
集聚高端服务业态，打响出行便
捷、生活舒适的宜居薛城品牌。

东部新城，高档次开发住宅
小区、商业设施，高标准配套城市
水系、绿化景观，合理布局一批文
体科教娱等功能性项目，加快聚
集人气、商气、文气，打响现代时
尚、精彩纷呈的文化薛城品牌。城
南新区，突出生态、活力主题，积
极引进高铁沿线城市高端人才，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打
响人才荟萃、激情涌动的活力薛
城品牌。城南新区，突出生态、活
力主题，积极引进高铁沿线城市
高端人才，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楼

宇经济，打响人才荟萃、激情涌动
的活力薛城品牌。铁西新区，探索

“管委会+企业”运作模式，谋划设
立综合保税物流中心，整合区域
资源，推动产业集群化、经济园区
化，打响产城融合、敢为人先的创
新薛城品牌。铁西新区，探索“管
委会+企业”运作模式，谋划设立
综合保税物流中心，整合区域资
源，推动产业集群化、经济园区
化，打响产城融合、敢为人先的创
新薛城品牌。北部乐活新区，治理
奚公山，开发蟠龙河，推动旅游休
闲、度假养生、养老服务业特色发
展，打响山环水绕、恬静乐活的山
水薛城品牌。煤化工园区，完善发
展规划，配套基础设施，拓展空
间，做大项目，做强产业，打响产

业集聚、转型升级的实力薛城品
牌。

陶庄镇加强省级示范镇建
设，重点发展机械制造、文化旅游
业，打造枣庄北部新城。邹坞镇依
托薛城能源循环经济百亿产业
园，重点发展煤化工、机械制造
业，强力启动省级示范镇建设，打
造工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临城街
道、常庄镇、巨山街道重点发展总
部经济、楼宇经济、高端商贸及专
业市场群，打造城市经济集聚区。
沙沟镇重点发展文化休闲、现代
物流、城郊型经济，积极争创市级
示范镇，启动建设休闲小镇，打造
中国乡村旅游目的地。周营镇重点
发展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及农业
仓储物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镇。

薛城区第十一届人代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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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靓中心城区 提升城市形象
在展望新一年的工作时，刘

中波介绍，今年薛城区将强力推
进回迁工程建设，确保年内火车
站、种庄一期、东小二期、西小二
期、托一居民回迁，完成新华街、
托二、托三安置工程主体，加快
建设徐沃、托前、天山路安置工
程，启动建设西巨山、种庄二期、
上殷二期安置工程，尽快让回迁
居民住上新楼房、实现“安居
梦”。投资3 . 8亿元，完成广场东路
南延、珠江东路、太行山南路、祁
连山南路建设，加快泰山北路上
跨立交、店韩路下穿立交建设，

实施常庄三路新建、厦门路西
延、钱江路西延，建设钱江路跨
小沙河桥及下穿铁路立交；启动
郯薛路改线、京台高速薛城南出
口、薛城至滕州BRT前期工作，
加快构建大新城格局。投资1 . 2

亿元，建设热电多联产供热首
站，铺设供热管网10公里，扩大
供热面积200万平方米；投资6600

万元，实施天然气置换工程，铺
设管网37公里，置换用气企业100

家、居民1万户，推动羊庄水源地
供水工程建设。投资5 . 5亿元，启
动建设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中

心城区绿轴，完成城市森林公园
一期、天山路和两高之间绿化工
程，完善环城绿道、人行步道和
自行车慢行系统，建设街头绿地
10处，启动建设何庄水库，建成
锦阳河上游水系景观，彰显生态
宜居特色。优先发展城乡公交，
新上新能源公交车50部，完成道
路渠化改造4处，增设临时停车
位1000个，强力整治非法营运机
动车和占道经营行为，提升出租
车运营管理水平。实施城市亮化
工程，打造靓丽夜景，提升鲁南
门户城市形象。

会议现场。

1、公交系统提升工程，投资6000

万元，新上公交车50部，调整优化公
交线路5条，设置城乡站点100处。

2、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建设经
适房100套、公租房100套，分配廉租房
70套。

3、公共自行车二期工程，新建公
共自行车站点10处，投放自行车200

辆。
4、便民停车场、垃圾中转站及公

厕建设工程，建设临时停车场8处、停
车位1000个，新建城区垃圾中转站及
公厕5处，改造旱厕10处。

5、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改造
城区老旧小区5处。

6、街头游园建设工程，新建街头
绿地游园10处。

7、背街小巷改造工程，改造城区
及城郊背街小巷8条。

8、集中供热拓展工程，实施热电
多联产供热首站建设和热源并网工
程，铺设供热主管网及延伸管网10公
里，新增供热面积200万平方米。

9、大气污染整治及燃煤锅炉取
缔工程，取缔城区居民小区、浴池等
燃煤锅炉15台。

10、天然气置换工程，建设次高
压天然气输送管线37公里，置换天然
气用气企业100家、居民用户10000户。

11、集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实
施清泉市场、北城批发市场、薛庄市
场、四季春市场改造提升，规划建设
铁西市场。

12、农民健身工程，新建、改造农
民体育健身园30处，配套提升城乡社
区体育设施。

13、文化惠民工程，改造提升农
家书屋、文化大院30处，开展送戏下
乡180场、农村电影放映2400场，完成
数字电视信号转换10000户。

14、中小学校提升工程，完成常
庄镇小庄小学等6所学校校舍标准化
建设，完成临山小学东校、陶庄镇二
十中学的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完成周
营镇铁佛小学等8所学校“211”工程建
设。

15、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年培训
农业创业带头人2000人次。

16、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新
增绿化面积38万平方米。

17、社区建设工程，加快临城街
道、常庄镇、巨山街道等镇街社区建
设，提高社区服务职能，方便群众生
活。

18、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建
成使用政务服务中心，提高项目审批
和居民服务水平。

19、社区医院建设工程，建设区
中医院综合病房楼、常庄卫生院周转
房，扩建陶庄、沙沟、周营卫生院，提
高社区卫生服务水平。

20、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散
养孤儿、城乡60岁以上老人养老金、
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及新农合标准。

除署名外，本版文片皆由本报
记者白雪岩、本报通讯员万照广撰
写拍摄

1月4日，薛城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薛城区区长刘中波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今年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0%，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2%，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 8%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 . 6‰以内，节能减排完成省、
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1月 6日，从国家电网公司二
届五次职代会暨2 0 1 4年工作会议
上传来喜讯，枣庄供电公司彩虹
共产党员服务队被授予“ 2 0 1 3年
度 国 家 电 网 十 佳 共 产 党 员 服 务
队”称号，这是全省惟一获此殊荣
的服务队。

“用电有困难找党员，找我就
管”，这是枣庄新城妇孺皆知的口
头禅，说的就是枣庄供电公司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用电有困难，
为什么会第一时间想到找他们？
枣庄驻地2 . 7万客户的回答如出一
辙，服务队员们个个热心真诚，业
务精湛，随叫随到。

该服务队成立于2 0 1 0年7月，
由共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
团员和业务骨干组成，现有队员
1 6名，其中党员1 2人，主要负责供
电保障工作。三年多来，他们坚持
跟用电故障赛跑，跟异常天气PK ,

赶走黑暗送光明，主动登门献爱
心，探索形成了“报修服务快捷、
应急服务敏捷、为民服务便捷”的

“三捷”工作实践，用真情和奉献
架起了与客户的连心桥，成为枣
庄百姓熟知和信赖的知名服务品
牌。

其中，“报修服务快捷”突出
“五快”，即“调度指挥快、故障定

位快、工料准备快、到达现场快、
恢复供电快”，到达现场平均时间
由建队之初的3 5分钟缩短到现在
的 1 6分钟，恢复供电时间由 7 4分
钟缩短到 3 9分钟，在全省率先创
出“ 3 0分钟到达现场，3小时恢复
供电”的记录。“应急服务敏捷”突
出“五敏”，即“应急保障敏、信息
捕 捉 敏 、预 警 研 判 敏 、应 急 反 应
敏、应急处置敏”，确保了在各类
应急抢险和保电任务中“应急反
应无延误、应急处置无差错、应急
联动无缝隙”。“为民服务便捷”突
出“五进”，即主动开展“进社区、
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

的“五进”服务，为广大客户和群
众提供供电延伸服务和志愿帮扶
活动，实现承诺兑现率和服务满
意率全部达到百分之百。

“他们给了我们坚强的供电保
障，也给了我们最好的业务指导。”
浙江客商、枣庄市华源置业公司总
经理郭雄健亲历过意外停电，一装
卸车卸完车后忘了收回车斗，撞上
了厂内高压架空专线，造成年产30

万方的混凝土搅拌生产线停转。危
急时刻，服务队队员韩业浩、侯安
心火速赶到现场，只10分钟就排除
了故障。“避免了混凝土凝固、搅拌
机报废事故发生，给我们挽回了几

十万元的损失。”
仅过去一年来，该服务队累计

开展报修服务2238次，完成中国第
二届非博会、第十届艺术节等重大
政治经贸活动保电任务1 7 2次，深
入企业排查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
题1 3 9次，开展进社区服务1 2 5次，
在1 2所医院、学校宣讲5 8次，被称
为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连心桥，
树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示
范典型，“三捷”实践做法在全市
服务行业推广。他们的先进事迹
多次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予以重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鞠同心 )

薛城区区长刘中波在做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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