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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平平湖湖公公园园今今年年将将提提升升景景观观
力争月牙河水库、桑安口水库年内开工

2014年万达集团在企业经
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万达公
益慈善也交上了一份完美答
卷，不含丹寨扶贫，累计现金捐
赠3 . 2亿元。贵州丹寨包县扶贫
项目启动，首批创业大学生万
达广场成功创业，2014年万达公
益慈善突出模式创新。

2014年万达启动对口帮扶
贵州省丹寨县，计划5年投入10

亿元，通过发展教育、投资产业
普惠丹寨贫困农民，使丹寨人

均收入翻番，实现整县脱贫，在
全国首创了“企业包县、整体脱
贫”的新模式。内容包括在丹寨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设3 0万
头规模的生猪养殖和深加工项
目；万达自己每年拿出800岗位
招聘丹寨籍员工到万达工作；
每年从丹寨招聘 1 0 0 0 0名农民
工，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
施工企业务工。

2013年万达集团推出支持
大学生创业十年计划，即从2013

年到 2 0 2 2年，每年投入 5 0 0 0万
元，拿出50个万达广场店铺、支
持100名大学生创业。2014年，万
达支持大学生创业项目实现落
地，首批来自 1 0所高校的创
业大学生，已在2 2座万达广场
成功创业，95%的创业店铺效益
良好，创造大学生创业成功率
的奇迹。

万达集团在创造就业、缴
纳税收、绿色环保、义工服务等
诸多方面也交出一份优秀成绩

单。2014年万达开业24个万达广
场、18家五星级酒店、新增城市
服务业就业岗位14 . 6万人，招聘
大学生42468人；其中万达集团
新招聘员工 1 3 5 6 6人，大学生
7251人；2014年万达一家企业占
全国当年新增就业岗位总数的
1%，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百万。

2014年万达集团纳税274 . 2

亿元，同比2013年增长21%，纳
税额在全国民营企业中继续名
列前茅。

2014年万达集团共有67个
项目获得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绿色建筑设计”认证；1 7个
万达广场获得住建部“绿色建
筑运行”认证，占当年全国总数
的30%。万达在绿色环保方面的
成就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企
业。

2014年，万达集团共组织义
工活动1312次，共计96309人次，
平均每人每年超过一次。

丹寨包县扶贫 大学生创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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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月20日讯 (记者
王世腾 ) 近日，泰安市水利

和渔业局召开 2 0 1 5年工作会
议，将建设大中型水利工程，加
快构建泰安现代水网。围绕雨
洪资源开发利用，力争月牙河
水库和桑安口水库等工程列入
省级扶持规划，开工建设。实施
天平湖公园二期工程，提升公
园景观效果，实施东引汶灌区、
戴庙引黄灌区、安孙灌区节水
配套改造工程，争创国家高效
节水灌溉示范县。

2015年，泰安将加强与河海
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
作，开展水资源优化配置、东平
湖防洪蓄水等重大课题研究。建
设大中型水利工程，加快构建泰
安现代水网。围绕雨洪资源开发
利用，力争年内月牙河水库和桑
安口水库等工程列入省级扶持
规划，开工建设。抓好胜利水库、
胜利渠和瀛汶河、石汶河拦河闸
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确保质
量和进度；抓好南水北调东平湖
蓄水影响处理工程建设，发挥好

工程效益。
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推进

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
承载能力相协调。实施天平湖公
园二期工程，提升公园景观效
果，搞好公园管理维护。加大饮
用水源保护力度，加快建立县级
水质检测中心，加强农村供水服
务“116”热线管理，确保热线畅
通，及时妥善处理农民群众反映
的供水问题。

抓好小农水重点县建设管

理，确保6月底前全面完成五个
小农水重点县年度建设任务，重
点实施东引汶灌区、戴庙引黄灌
区、安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
程，积极争创国家高效节水灌溉
示范县。制定泰安市水利综合执
法网格化管理实施意见。落实泰
山螭霖鱼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
头企业带动战略，大力培植泰安
特色渔业品牌，建立“公司+基地
+合作社+渔户”等模式，推进品
牌渔业发展。

泰安市水利和渔业局工作

人员介绍，2014年，全市水利渔
业总投资28 . 5亿元，完成各类水
利工程7060项。在省政府对17市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中，泰安
列全省第一，并代表山东省迎接
国家考核，列全国30个省份第一
名；成为全省第一批3个地级水
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示范市之
一。被确定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试点，《试点实施方案》通
过水利部审查。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正式通水，调水入东平湖3750
万方。

生活用纸促销

多个降价过半

20日，记者走访泰城多
家商场了解到，不少品牌生
活用纸都出现较大幅度降
价。

在东岳大街一超市，生
活用纸专区贴了很多降价促
销信息，参与促销的卫生纸
达到16款之多。1 . 8kg10卷装
卷纸由34 . 9元降至19 . 9元，
某知名品牌10卷装卷纸由原
来的34 . 6元降至19 . 9元，一
种婴儿无芯卷纸10卷装原价
35 . 9元，现价18 . 9元。多款10
卷装卫生纸价格降到10元以
下，一种10卷一包的卫生纸
原价16 . 5元，现价8 . 9元，最
便宜的一款卫生纸10卷装售
价7 . 9元。

在另一家超市，除了卷
纸大促销，各种抽纸也在促
销之列，原价十多块的某品
牌国际版抽纸3包装，现在价
格仅9 . 9元，原价要16元左
右。

在财源大街一超市，促
销声势同样火爆，3公斤装大

包卫生纸仅28 . 9元，原价三
十多元的原浆纸，现在降到
20元左右，部分款降价超过5
成。

木浆价格走低

拉低纸的价格

“这么大的促销力度，很
长时间没有搞过了。”超市销
售人员介绍，自从2008年开
始，卫生纸价格一直是上涨
的，虽然涨价不多但是降价
情况很少。

本轮促销引来了不少市
民抢购。“最近逛超市发现卫
生纸降价特别厉害，有的降
了十七八块钱，趁着价格划
算 干 脆 多 买 点 ，留 着 慢 慢
用。”挑选卫生纸的朱女士
说。

正在挑选抽纸的张女士
说，以前一些品牌抽纸价格
较贵，这次活动力度大，多买
几盒囤着用。

商场销售人员介绍，临
近春节，各厂家会针对节日
进行促销，另一方面，卫生纸
降价和产能过剩、库存量大
有关，厂家只能通过打折促
销以保持合理的库存量。

据了解，生产卫生纸的
木浆价格持续走低也是生活
用纸便宜的原因之一，每吨
木浆价格从2014年初的5000
元，跌到如今4400元，生活用
纸的出厂价格也从每吨6800
元，下跌到如今每吨5700元。

库存压力大

降价也得卖

20日，记者联系到肥城
一家生活用纸企业的销售人
员，他表示，经济大形势下加
剧行业竞争是一方面原因，
生活用纸价格下跌跟行业产
能过多也不无关系。“现在不
少造纸企业产能过多，造成
库存压力大也会导致价格下

降。”
曾经在东平一家纸业公

司从事营销，后来转行的李
先生告诉记者，近几年生活
用纸行业产能过大，很多商
家为了降低库存，都会选择
低价促销的方式来吸引消费
者。“现在超市里在售的木浆
纸，这两三年时不时就搞促
销活动，否则很难往外卖。”
李先生说，促销走量虽然能
挣钱，但是挣得并不多。

“前几年生活用纸是涨价
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最低
档半成品卫生纸涨到6000多
一吨，成品能卖到7000多，价
格非常高了，现在半成品卫生
纸才卖4000多一吨。”李先生
说，近几年新上了不少大型纸
业集团，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无
疑又加剧了市场竞争。“以后
中小企业在大环境和大企业
的压制下很难存活。我现在已
经不做生活用纸销售了，市场
竞争太激烈，难度太大了。”

卫卫生生纸纸降降价价猛猛 一一提提便便宜宜十十多多块块
多个品牌降价过半，业内人士称库存太大没办法

近日，泰城各大
超 市 卫 生 纸 纷 纷 促
销，有些促销价格仅
为原价一半，还有的
品牌卫生纸10卷装价
格降到10元以下，降
价力度前所未见。业
内人士透露，生活用
纸大幅度降价与产能
过剩，厂家要平衡库
存量有很大关系。

本报记者 陈新 杨思华

超市内卫生纸纷纷降价。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中心血站2014年度
工作情况检查考核

2015年1月5日上午，市卫生局检查
考核工作组一行18位同志，在市卫生局
党委副书记徐学森同志的带领下，来我
站对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情况进行检
查，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进行年度考
核，对血站工作工作进行综合考核。

徐学森副书记简要介绍了此次检
查考核的主要内容、方法、步骤等，周林
站长简要汇报了我站迎检准备情况。随
后，徐学森副书记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了我站述职述责述廉和民主测评大会。

述职述责述廉和民主测评大会在
我站四楼会议室举行，站领导、全站干
部职工参加会议。副站长武峰主持会
议。会上，徐学森书记作了动员讲话。他
在讲话中阐明了检查考核工作的重要
意义、内容和方法，强调了检查考核工
作的严肃性，同时要求我站要以此次检
查考核为契机，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
展。站党委书记、站长周林代表班子和
个人向大会作了述职述责述廉报告。与
会人员对我站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情况和选人用人工作进行
了民主测评和评议，对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年度考核、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
进行了民主测评和评议，对优秀正科级
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进行了民主推荐。

述职述责述廉和民主测评会议结
合后，徐学森副书记分组带领检查考核
工作组相关工作人员同血站领导和中
层正职人员进行了分别座谈。期间，检
查考核工作组其它同志分别进行了资
料审查和现场检查。

述职述责述廉和民主测评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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