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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河镇推行村民代表评议低保申请

谁谁能能拿拿低低保保 村村民民说说了了算算
本报滕州4月9日讯 (见习记者

孙越 通讯员 王维凯 张玉春)

“谁该吃低保？由群众评审说了算”。
9日，在南沙河镇南街村低保评议现
场会上，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组
成的低保评议小组对该村59户低保
申请人进行了公开评议。通过现场
票决，3 7户申请人当场通过了资格
评审。

在现场，记者看到，1 0 0余名干
部、群众在村委会院内满席而坐。镇
分管副镇长、党总支书记、包村干部
和人大、民政科等部门均列席会议
见证、监督。当村会计将申请人家庭
情况全面介绍后，群众代表们开始
了热烈的交谈和讨论，最后，经过反
复斟酌各自投出了自己的一票。

南街村低保户张东远对记者
说：“整个评议大会就在低保申请户
均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参加投票表
决的也都是知根知底的村民代表，
这样既能保障我们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民主权，又让每一
分保障资金都实实在在用在解决我
们困难群众的生活上，也减少了老
百姓心中的质疑十分公平公正。”

据记者从南沙河镇获悉，通过
该镇对社情民意调查中了解到，对
低保户评审工作群众高度关注。为
更加有效地杜绝“人情保”、“关系
保”，确保做到应保尽保、群众认可，
该镇专门召开低保工作会议进行全
面安排布署，明确要求各村在对申
请家庭调查核实确定为评议对象

后，必须让村民代表来进行评议，村
民代表人数必须超过参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分管领导、党总支书记、包
村干部及相关部门也要到场监督、
指导。对经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
的结果，要当场宣布并在村务公开
栏内公示。

南沙河镇民政科科长张成伟向
记者介绍，截至目前，南沙河镇已有
南街、北池等10个村成功召开由村民
代表说了算的低保评议会议，其他村
将于10日前全部召开完毕。11日各村
将评选结果公示期7天，届时无异议
的，将直接敲定镇级复审阶段，低保
申请户名单报市民政局审批。对有异
议的，镇低保工作组将进调查核实，
对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予以取消。

“滕州籍九老”书画展
4月19日开幕

本报滕州4月9日讯(记者
马明) 为继承和发扬老一艺术
家的无私奉献精神，丰富滕州市
民文化生活，推进文化滕州和幸
福滕州建设，滕州市文广新局、
滕州市文联、滕州中华文化促进
会(筹委会)将联合举办首届“滕
州籍九老”书画邀请展，展览将
于4月19日上午开幕。

据记者了解，这次组织的
“滕州籍九老”分别为龙厚昙、丁
凡夫、刘静文、朱灏然、黄金程、
李霖、张长地、颜景相、孙建明九
位老先生，都是滕州书画艺术界
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活动共收
集作品180余幅。

“滕州籍九老”书画邀请展
自2013年12月上旬筹备以来，通
过登门拜访，寄发名家书画邀请
捐赠函，电话约稿等形式，到目
前共征集全国及滕州市书画名
家作品180余幅，整体作品形式
多样，格调高雅，他们中既有德
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有异军突
起的实力新秀，他们为滕州市文
化事业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据悉，本次活动还邀请著名
鉴定家唐恺教授及中华民间收
藏协会专家走进滕州。4月20日
免费为枣庄地区广大藏友进行
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等鉴定
活动。

南街村村民正在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的困难户。 本报见习记者 孙越 摄

“物品着火时，要将着火
物移开……”滕州市公安局
龙泉派出所民警正在向中学
生讲解消防知识。近日来，滕
州市公安局组织各警种以图
版展示、面对面传授、知识讲
座、案例释法、交警标志识别
等多种式，开展“强化安全意
识，提升安全素养”为主题的

“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本

报通讯员 孙金科 刘阳河
摄影报道

民民警警
执执教教

2014山东森林旅游年票火热订购中

天天暖暖和和了了 来来这这些些景景点点踏踏青青吧吧

地市 景区名称 质量等级

2014年山东森林旅游年票 让您玩转的55家景区
票价

本报枣庄4月9日讯 (记者 刘
婷婷) 作为枣庄人，一定要逛枣庄
当地特色景区，2014年山东森林旅
游年票包含枣庄冠世榴园，这让很
多游客眼前一亮，带上年票逛枣庄，
冠世榴园更漂亮。

枣庄东依沂蒙山 ,西濒微山湖 ,

南接两汉文化胜地徐州 ,北临孔孟
之乡济宁。这次山东森林旅游年
票也包含了枣庄的四个风景名胜
区，枣庄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枣
庄冠世榴园风景区、枣庄熊耳山
大裂谷风景区、枣庄龟山风景区。
其中 ,枣庄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和
枣庄冠世榴园风景区还是国家4A

级旅游景点。
作为全国第一册省级森林旅

游年票 ,该年票精选了省内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各类
自然生态景区55家 ,其中54家免费 ,1

家 打 折 优 惠 , 门 票 减 免 总 价 值 达
2558元。本年票生活团团购价只有
96元 ,折合下来 ,平均游览每个景区
也就一块多钱。

枣庄作为山东省南部的重要城
市 ,也有四个景点名列其中。尤其是
冠世榴园风景区 ,到了石榴开花结
果的时节 ,带上亲朋好友同去 ,观赏
万亩石榴园的美不胜收。

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年票更加
方便使用了。年票采用一证通电子
检票管理系统 ,通过验证码在网上
激活 ,你只需要刷身份证就能进入
景区 ,无需携带正本年票。订票咨询
电 话 : 1 8 7 6 3 2 7 1 5 2 6 ，订 购 电 话 ：
18863261506。

本报枣庄4月9日讯 (记者 刘
婷婷) 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

不去赏春还能做些什么 ,即使是周
末 ,拨打本报热线订购森林旅游年
票的市民依旧很多 ,如果您问为何
旅游年票卖得这么火?因为实在太
划算了 !仅需96元 ,轻松玩转省内55

家景区。春天的脚步近了,买张年票
去踏青真是不错的选择。

作为全国第一册省级森林旅游
年票,该年票精选了省内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各类自然
生态景区55家,其中54家免费,1家打
折优惠 ,门票减免总价值达2558元。
55家景点中包括蒙山、鲁山等国家
级森林公园17家。本年票生活团团
购价只有96元。

2014年山东森林旅游年票”正
在全省火热销售中 ,不少读者咨询
孩子入园是否要门票的问题 ,记者
了解到 ,1 . 2米以下的孩子可免费游
玩,1 . 2米以上的孩子需买年票。孩子
出生时就拥有身份证号 ,激活年票
时,只要输入身份证号即可。

2014年“好客山东·森林旅游”
年票是全省著名景点的门票总汇 ,

每个景点一张 ,相当于一张门票 ,共
55张。其中 ,包括蒙山、鲁山等国家
级森林公园17家。内容丰富,价格却
相当实惠 ,总票价2656元 ,生活团团
购价只要96元。折合下来,平均游览
每个景区也就一块多钱。

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年票更加
方便使用了。年票采用一证通电子
检票管理系统 ,通过验证码在网上
激活 ,你只需要刷身份证就能进入
景区,无需携带正本年票。

只花96元,玩转全省55家公园。
玩一地儿 ,够本；玩两地儿 ,赚了；全
玩遍,咱们就赚足了。还犹豫什么呢?

新的一年 ,解放自己的心灵 ,释放自
己的能量 ,带上心爱的人来一段说
走就走的旅行吧。购票咨询电话
18763271526,订购电话18863261506。

一一张张年年票票 逛逛遍遍枣枣庄庄四四大大景景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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