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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张店冠成货物托运部丢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3703033032141，声
明作废。

张店甘诺宝力健康品专卖店毛
相义法人章挂失。

本报8月27日讯 淄博机采血
小板告急，血站职工及亲属带头献
血。近期，淄博各医疗机构机采血
小板用量较大，市中心血站职工连
同家属身先士卒，领头献血。

26日一大早，血液检测中心高
翔的父亲高庆森闻讯特地从临淄
区赶来，捐献AB型机采血小板二个
治疗量。据悉，引起临床血小板用
量激增的原因为机采血小板临床
需求大，目前淄博机采血小板的需
求量正在以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
递增，据统计7月份需求已达到462

个治疗量，较上半年增加14%。
由于新的机采血小板捐献者

较难招募，在此呼吁广大无偿献血
者积极参与捐献机采血小板，以确
保 临 床 医 疗 急 需 ！联 系 电 话 ：
2773681。 (魏巍 王静)

机采血小板告急

血站职工带头献血三三名名正正科科级级干干部部被被依依法法逮逮捕捕
均涉嫌受贿罪，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李
超 ) 记者从省人民检察院网
站获悉，周村区教体局原副局
长兼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孙永
胜、淄博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发
展改革科原科长王红新、淄博

市房产管理局行政许可科原主
任科员王福东三名正科级干部
被淄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
逮捕。

根据官方消息称，近日，经
淄博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审 查 决

定，依法对周村区教体局原
副局长兼体育管理中心主任
孙永胜 (正科级 )以涉嫌贪污
罪、受贿罪决定逮捕；依法对
淄博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发展
改革科原科长王红新 (正科

级 )以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
依法对淄博市房产管理局行
政许可科原主任科员王福东
(正科级 )以涉嫌受贿罪决定
逮捕。目前三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第九届中国(淄川)建陶卫浴洽交会9月6日在淄川建材城举办

330000家家建建陶陶商商““组组团团””降降价价送送实实惠惠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赵增艳 ) 为
增强淄川建材城作为全国较大
瓷砖卫浴生产贸易集散基地的
辐射力。第九届中国(淄川)建
陶卫浴洽交会拟定于9月6日—
9月9日在淄川建材城举办。

此次洽交会主要分为知名
品牌瓷砖卫浴团购会、淄博精

品楼盘推介会、优秀家装设计
展、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科技
创新产品展示、“陶光瓷彩”建
陶发展史摄影大赛、“大淄川商
企会”知名品牌展、洽交会专场
文艺演出、建陶卫浴全城放价
采购节、建陶卫浴“淘”博会、江
北建材网建陶名牌展十个组成
部分。活动期间，活动组委会将

组织建材城内星级信用业户为
主的100-300家品牌建陶卫浴
经销商，根据各自产品制定放
价促销活动，在店内进行各种
形式的让利优惠促销活动。同
时，陶博会期间还将联合“淄博
建材商城”商家进行促销活动，
让消费者切切实实感受到本次
活动带来的实惠及便捷。

据悉，淄川建材城位于山
东沿海开放城市淄博市中部，
是全国最大的建材专业批发市
场之一，经营产品涉及建筑陶
瓷、日用陶瓷、卫生洁具、陶瓷
机械等30多个系列、3000多个
品种，“没有买不到的建材，没
有卖不出去的建材”已成为淄
川建材城的最大特点。

《淄博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城城乡乡餐餐厨厨废废弃弃物物拟拟推推分分类类投投放放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光

斌) 对于餐厨废弃物，淄博或在
城区和有条件的镇、农村社区实
行餐厨废弃物分类投放、统一收
运、集中处置制度。2 7日，市政
府法制办公室发布《淄博市餐
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草案)》征求
意见稿，市民可在9月27日之前，
将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市法制办法
制一科。

据了解，征求意见稿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并结合淄博地区实际制定的。内
容涉及餐厨废弃物的排放、收运、
处置及其监督管理。征求意见稿
指出，淄博餐厨废弃物管理将遵
循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
则。在城区和有条件的镇、农村社
区实行餐厨废弃物分类投放、统
一收运、集中处置制度。

同时要求，市、区县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餐厨废弃物管理工
作协调机制，将餐厨废弃物监督
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
餐厨废弃物的收运、处置提供资
金保障。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列
入城市管理和食品安全目标考
核，以及文明单位评比的内容。

对于征求意见稿，自公示之
日起，向全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或
建议。凡是对草案有意见和建议
者，可在2015年9月27日前，将意
见或建议反馈至市法制办法制一
科 ，相 关 联 系 电 话 为 ：0 5 3 3 -
2306858。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光斌） 征求意见稿中对从
事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的企
业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其中对
于负责收运的企业，规定其必
须有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少
于人民币300万元。而对于餐
厨废弃物处置单位，则要求其
具备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少
于人民币5000万元;

征求意见稿提出，餐厨废
弃物收运、处置将实行四联单
管理制度。联单由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监制，由餐厨废弃物收
运单位向所在区县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领取。联单如实填写
后，排放单位、收运单位、处置
单位及监督部门各有一联，保
存期限不得低于一年，相关环
节实现统一管理。

对于不执行未执行餐厨
废弃物排放台账和排放、收
集运输、处置联单制度的排
放、收运、处置个人和单位，
逾期不整改的，个人面临1000

至5000元罚款，单位则面临
2000元至3万元罚款。而对收
运处置单位，擅自停业歇业
的，逾期不整改，处以1万至3

万元罚款。

餐厨废弃物排放、收运、处置实行四联单制度

拒不执行单位面临2千至3万元罚款

餐厨资源化利用

去年已出台方案

其实，淄博对于餐厨废弃物监
督管理的法制化进程由来已久。
2011年2月，为有效解决“地沟油”回
流餐桌问题，市政府办公厅曾印发

《全市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利用三个月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地沟油”整
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

2014年12月份，淄博又下发关
于《淄博市餐厨废物收集运输和集
中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并指出以
后各区县餐厨垃圾将进行统一收
运、处理，2015年底前各区县城区餐
厨废弃物集中收集处置率达到50%

以上。2016年，在全市城区及有条件
的镇、农村社区建立较为完善的餐
厨废弃物专业收集运输管理体系，
全面推广餐厨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置工作。

相关链接

未
来
淄
博
餐
厨
废
弃
物
将
实
行
统
一
处
理︵
资
料
片
︶

淄博上调2015年工伤职工津贴、护理费和抚恤金标准

伤伤残残津津贴贴每每人人每每月月至至少少涨涨224455元元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沈远清 马凯 )
2015年的工伤津贴等标准提高
了！27日，记者从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全市
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
每人每月至少涨245元，生活护
理费最高增加168元，因工死亡
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最高提高
125元。

为保障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除外)、民办非

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

及已纳入工伤保险制度实施范
围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
员中，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
级工伤职工、经批准领取生活护
理费的工伤职工(以下称职工)和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
淄博市按照省人社厅、财政厅相
关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全
市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伤残津

贴、生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
亲属抚恤金标准进行调整。

此次调整范围包括2014年12

月31日前，用人单位中符合领取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
(不包括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
休工伤人员)、生活护理费和供
养亲属抚恤金(含一级至四级伤
残职工退休后领取基本养老金
期间死亡人员)的工亡职工供养
亲属。

伤残津贴月增加额按照一
级275元、二级265元、三级255元、

四级245元的标准进行调整；生
活护理费的完全、大部分、部分
护理依赖月增加额按照168元、
134 . 4元、100 . 8元进行调整；供养
亲属抚恤金按照配偶每人每月
增加100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
每月增加75元，孤寡老人或者孤
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
上增加25元的标准进行调整。

据了解，已参加工伤保险用
人单位的工伤人员，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光斌)

近期，淄博市教育机构将要对中
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进行核
查，确定2014年、2015年在新中职学
籍系统的注册学籍人数与实际在校
学生数是否一致。27日，市教育局下
发《关于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加
强学籍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市严查
虚假学籍、双重学籍等行为。

根据《通知》，教育部门将实行
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审核备案制
度，对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和招生
办学严重违纪的学校，坚决停止招
生。中等职业学校不得跨市设置教
学点，在市内确需设置教学点(班)

的，须经市教育局审核同意后报省
教育厅备案。

此外，教育部门表示，近期要对
2014年、2015年在新中职学籍系统的
注册学籍人数与实际在校学生数一
致性等方面进行一次重点核查。对
弄虚作假、空挂学籍的现象要严肃
查处，绝不姑息。

核查中职学籍

违纪学校或被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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