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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滕州新闻

《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实施意见出台

滕滕州州打打造造区区域域中中心心城城市市大大盘盘敲敲定定

坐坐““黄黄牛牛””车车没没到到站站乘乘客客被被甩甩
“黄牛”称，须再加钱才能送到目的地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本报通讯员 郑广灿

滕州市处在“京杭运河、临枣济荷”发展轴的重要节点和枢纽位置，共有12个项目和发展重点纳入规划专栏。在《西部
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中，将滕州定位为转型升级和经济文化融合发展高地，支持滕州发展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地区
医疗中心，并从财税、投资等9个方面出台了政策。近日，在滕州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下发了关于推进《西部经济隆
起带发展规划》实施意见。

制定发展战略，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推进意见中，将加快城
乡统筹建设，争取到 2 0 2 0年，
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五个一体化全面完成；城市建
成区面积达到 1 2 0平方公里，
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1 1 0万；城
镇化率达到6 5%；成功创建国
家园林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建成名副其实的区域性
中心城市。滕州市发展与改革
局局长翟传虎介绍：“西部经
济隆起带建设中，滕州将根据

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实行差异竞争、错位发展，努
力构建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和
重点镇为骨架的战略发展局
面。”

在城区东部，加快高铁新
区规划建设，重点抓好村庄整
合、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配套，
突出生态、低碳，提升承载能
力，打造城市建设的亮点，成为
对外宣传的名片。在西部，加快
滕州 (义乌 )真爱商城建设，积
极推进焦化厂、化肥厂和铁路

货场等搬迁，实施“退二进三”，
加快西部城区改造步伐，着力
提升西城区人居环境质量。在
北部，以北辛路为发展轴，打造
高端商务大道，形成新的城市
发展动力核。加快推进红荷大
道两侧区域新建改造步伐，实
施善国北路改造工程；促进城
市向北拓展，打造城市生态区，
把龙山、龙湖建设成为中心城
区的后花园。在南部，加快推进
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提升配
套，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开发区

与中心城区融合发展。
围绕“四副三大板块”的总

体目标，加快“张汪、官桥、柴胡
店”、“西岗、级索”、“滨湖、大
坞”、“东郭”四大副中心城区建
设，构建北部旅游及生态农业
区、中部工业集聚区、南部历史
文化区。并选择具备条件的镇
驻地村、压煤村、中心村，稳步
推 进 新 型 农 村 社 区 建 设 。到
2020年，形成60个以上功能齐
全、特色鲜明、环境良好、管理
健全的高品质新型农村社区。

加快高铁新区建设，争创城市发展新优势

按照“一年做规划，二年打基
础、三年出框架、五年成规模、十
年初成城”的建设目标，围绕将高
铁新区建设成为资源要素汇集、
文化特色彰显、辐射带动能力强
的“生态低碳之城、产业创新之
城、精致个性之城、智慧宜居之
城”，打造华东地区重要的商贸金
融区、鲁南高端文教卫创试验区、
东部高端旅游体验区、京沪高铁

沿线生态宜居生活区，加快实施
凤凰湖、山东化工技师学院迁建、
道路基础设施、鲁南煤化工生活
区及研发基地建设、儿童用品产
业园、国家(滕州)软件创意园等项
目，到2020年，高铁新区框架、产业
体系及相关配套服务体系初步形
成，交通及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儿
童用品产业基地、现代化养老医
疗产业基地、高档教育卫生产业

基地、国家软件创意产业园、服务
外包基地等产业板块初步形成。

同时，突出人力资源建设，争
创人才富集新优势。大力实施“滕
州英才”计划，着力培养一批党政
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
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
才、社会工作人才，打造人才富集
新优势。破解“引才”难题，以项目
为载体，推进高层次人才带项目、

带资金来滕创业。围绕引进“万名
硕士、千名博士、百名院士”的总
体目标，灵活采用“挂职兼职”、

“院士服务团”、“周末工程师”等
柔性方式，着力引进一批高层次
创新型领军人才。

另外，在交通、文化、金融、资
源、医疗养老、园区建设、对外开
放、营商环境等方面做好谋划，发
展创新优势。

强化生态建设

创建魅力滕州

滕州将继续完善城乡水、电、
气、热等设施，着力提高地下管网建
设水平。完成第三污水处理厂及冯
河、小清河等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建
设工程，实现城区污水收集全覆盖。
搞好天然气以及中低压主管道建设
工程，实施LNG、CNG加气站建设，
提高城乡天然气使用率。实施南线
及北线高温热水供热工程，完成“节
能暖房”供热工程。

为了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滕州
将着力进行节能减排工程，力争到
2020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80%以上，城市中水回用率达到40%

以上，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
到85%以上；清洁空气工程，强化扬
尘专项治理；水质清澈工程，高标准
实施秀美荆河和小清河市民休闲长
廊建设，贯通城市水系绿化提升工
程，实施重点排污企业再提高工程，
加快建设木石、滨湖、西岗、级索、大
坞等5处城镇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85%以上；生态治
理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水
土流失和小流域治理等。进一步完
善镇村基础设施配套，到2020年，滕
州市努力建成美丽镇街15个、美丽
村居1200个，切实做到“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

为进一步提高线路
供电可靠性，满足电力
客户春节期间用电需
求，6日，枣庄供电公司
滕州客服中心15名员工
顶风冒寒，加快10千伏
吉山线改造，确保客户
亮亮堂堂过大年。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本报通讯员 徐同超
摄影报道

顶顶严严寒寒

保保供供电电

本报枣庄1月7日讯 (见习
记者 孙越 ) 本报于2012年
7月26日，报道过一篇《车没停
稳 “黄牛”堵门抢乘客》的
新闻，时过半年，车站“黄牛”
再次卷土重来。近日，据一位
不愿透漏姓名的读者反映，
滕州市汽车西站，有不少“黄
牛”趁乘客即将下车之际，统
统围上来拉客。近日自己就
乘坐了一回，没想到却被拉
上一辆途经自己目的地的过

路车，没有进站，就被赶下了
车。

7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这
位先生。据了解，他在滕州汽
车西站，准备转车去长途汽车
站坐车回家，可车还没有停
稳，就见到了3、4个人围上来，
询问是否有去济南、淄博、潍
坊等地的旅客，自己由于时间
紧张，就索性选择了乘坐。该
先生告诉记者，他乘坐前先是
询问了是否进站，“黄牛”肯定

的说进站后，才被“黄牛”拉上
了一辆面包车。行驶约半小时
左右，在距离自己目的地的一
个高速路口处，自己却被赶下
了车。该先生向乘务人员质
疑，乘务人员则表示想要进站
就得加钱，他只得加钱到达目
的地。

滕州市交管部门相关负
责人在接到记者反映后，迅
速指派交通运输监察大队进
行情况核实。在确信事实的

情况下，并对记者所反映的
这辆车进行了取证调查，并
表 示 会 进 一 步 采 集 相 关 资
料，如果定性为黑出租，就会
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罚。同
时，据执法人员介绍，目前，
面对“黄牛”的最大问题就是
取证难，且“黄牛”车辆不好
定性，无法定性为黑出租车。

“我们一接到投诉电话后，都
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情况。”执法人员介绍说。

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
零售时限敲定

本报枣庄1月7日讯(记者 张冬
梅 通讯员 贾福永) 7日，记者
了解到，今年春节烟花爆竹临时零
售点销售商品的期限为1月12日至2

月19日。据了解，烟花爆竹临时零售
许可证已经申请完毕，目前，正在对
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北辛路、火车站
广场、龙泉广场和三角花园等处将
不会设置烟花爆竹临时零售点。

据了解，按照规定，烟花爆竹临
时零售点主要负责人要经过安全培
训，销售人员要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同时，实行专店专人销售，零售场所
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明确专人
管理销售现场安全，保证安全通道
畅通，店内不准住宿、生活，烟花爆
竹的存量不得超过30箱；不得与居
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严禁在居民区内和居民楼下底层商
铺设立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点；周边
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
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
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
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
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店
内要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灭火器
和装满水的水桶等)，并张贴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另外，销售人员需办
理安全生产责任险。

春节期间销售烟花爆竹的经营
者，1月7日至12日要到滕州市天泰
安全培训中心参加培训，考试合格
后，发放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烟花
爆竹必须是专店经营，只能销售C、
D级产品，销售期间，公安、安监、工
商、质监等部门将开展“打非治违”
活动，对废弃厂房、出租房、闲置房
等场所售卖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拉
网式检查。存在非法生产、非法经营
行为的，检查人员将追究经营者的
责 任 。同 时 ，市 民 可 拨 打 电 话
5888111、5588098对相关违规行为进
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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