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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任命张守君为市旅游局局长

新新任任命命政政府府人人员员首首次次向向宪宪法法宣宣誓誓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李超)
12日，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举行，经过投票表决，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
水利与渔业局、市卫计委、市房产管
理局被确定为2016年专项工作被评
议部门。

这6个部门随后将广泛调研和
征求意见，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全面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
施，逐项进行整改。征求意见工作完
成后，评议办公室会同各调研组逐
一反馈征集到的意见建议，并就整
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今年10月份，淄博市人大常委
会将对这6个被评议部门专项工作
进行集中评议和满意度测评。测评
结果为不满意的被评议部门，要在
下一次常委会会议上报告整改落实
情况，并由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第
二次测评。

这6个部门是从市政府22个工
作部门，5个市直属事业单位，9个市
政府有关部门中，通过票决按得票
多少确定。

6部门将接受

专项工作评议

淄淄博博生生态态红红线线划划定定方方案案初初步步完完成成
红线区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将严格管控开发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12日，淄博

市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召开，淄博市环保局局
长于照春报告关于淄博划定生
态红线、设立生态功能保护区的
情况。

于照春介绍，目前，生态红
线划定方案已经完成初稿，淄博
市生态红线图集和生态红线区
块勘界方案也已经完成，初步确
定 省 级 生 态 红 线 区 总 面 积
1326 . 41平方千米，市级生态红线
区1527 . 85平方千米。红线区域主
要分布在南部山区，红线区域分
为禁止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
以及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和其重
要区域三大类。淄博还提出了生
态红线管控措施，拟实施两级管
控，对一级管控区实行最严格的

管控措施，对二级管控区在保护
优先的前提下，科学合理选择发
展方向。

《淄博市生态红线图集》主
要包括淄博市生态红线划定初
步成果总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重要性评价和生态敏感性评价
结果总图及分图、淄博市各类禁
止开发区及其他重要区域红线
总图及分图等。

《淄博市生态红线区块勘界
方案》针对66个禁止开发区红线
区块和77个评价结果红线区块
的主要生态功能等进行梳理和
归纳。

下一步，淄博将重点明确基
本农田、耕地的空间分布，确定
城市未来重点发展区域和各类
建设用地空间布局，确保生态红
线划定与农用地、建设用地边界

不发生冲突。
淄博还将集融合文化、旅

游、市政、交通、农业、林业、水利
等相关专项规划的数据信息，逐

步建立生态红线区域现状基础
数据信息库，为生态红线控制区
域今后的管理和保护提供准确
的数据依据。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补选20人为市人大代表

毕毕作作坤坤苏苏星星等等66人人市市人人大大代代表表资资格格终终止止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 12

日，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会
上，审议通过了淄博市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审查报告。毕作坤、苏星等 6

人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1 2日，淄博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
张店区选举的淄博市第十四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毕 作
坤，淄川区选举的淄博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路
英智，博山区选举的淄博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田连达，桓台县选举的淄博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万华，高青县选举的淄博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潘军，沂源县选举的淄博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苏星提出辞去市人大代表
职务，张店区、淄川区、博山
区、桓台县、高青县、沂源县
人大常委会已分别召开会议
接受其辞职请求。根据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上述6人淄博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终止。

根据代表的出缺情况和
工作需要，依照选举法的有关
规定，有关选举单位补选了淄

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20名：张店区补选申延军、丁
晓军、尹达、王义朴、徐磊，淄川
区补选于海田、闫桂新，博山区
补选翟慎政、司书剑，周村区补
选王玮、谭启梅，临淄区补选白
平和、周国桥，桓台县补选王春
林、边江风、刘春杰，高青县补
选张翠芬，沂源县补选高庆
波、李明涛、张学武。

现在，淄博市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22名。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 12

日，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事任免案。会上，新任命
的淄博市旅游局局长张守君向
宪法宣誓，这在淄博尚属首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淄博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议程(草案)、关于淄博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列席人员范围的决定、淄博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加
快划定生态红线、设立生态功
能保护区”议案(第11号)审议结
果的报告、关于加快划定生态
红线工作的决议；通过了人事
任免案。

会上，新任命的淄博市旅
游局局长张守君向宪法进行宣
誓，这也是淄博市政府工作人
员首次进行宪法宣誓。

王顶岐在讲话中指出，会
议开的很成功。关于下一步工
作，王顶岐强调，市十四届人大
第五次会议即将开幕，大会各
筹备工作组要根据各自分工，
认真履行职责，对于会前各项

任务，要认真梳理，确保大会圆
满顺利。2016年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本届
人大的“收官”之年，各专门委
员会、常委会各部门要积极谋
划今年工作，合理布局全年活

动安排。
王顶岐指出，在本次会议

上，我们首次让新任命人员向
宪法宣誓，这既是贯彻落实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
措，也是全国人大和省人大的

具体要求。向宪法宣誓既是一
种形式，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安排，它不仅有助于新任命人
员坚定宪法信念、崇尚宪法精
神，也有助于全社会尊重宪法、
热爱宪法和信仰宪法。

12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人事任免名单。

决定任命：
张守君为淄博市旅游局局长。
决定免去：
张维政的淄博市监察局局长

职务；
常传喜的淄博市旅游局局长

职务；
闫桂新的淄博市人民政府研

究室主任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
任免名单

“关于加快划定生态红线设立生态功能保护区的议案”是杨光磊等11名人大代表于
2015年3月，在淄博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议案主要内容为，建议淄
博市政府以全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湿地公园、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库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修复区、生态公益林的具体边界
为基准划定生态红线。对生态功能保护区实行分级管理，划分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控
区。

生态红线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划定生态红线对于维系生态安全格局、维护
生态系统功能、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生态红线的划定，有效
统筹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城市空间功能布局，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推动经济建设与生
态环境融合发展。

11名人大代表建议

设生态功能保护区

背景链接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王勇) 近日，淄博北海银
行地下印钞厂、中国人民兵工历史
博物馆被山东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第
五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近年来，淄博高度重视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建设，广泛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发展到了
15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不断挖掘
精神内涵，丰富展陈内容，拓展教育
功能，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不断
增强，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

淄博新增两处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王勇) 近日，在省委宣传部组
织的第二批全省四德工程建设示范
区县创建活动中，博山区、临淄区过
关斩将，最终荣获2014-2015年度全省
四德工程建设示范区县称号。同时淄
川区、桓台县也顺利通过了全省四德
工程建设示范区县的复查测评。这
样，淄博已有4个区县获得了全省四
德工程建设示范区县称号。

近年来，淄博以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善行
义举四德榜建设为突破口，以全省四
德工程建设示范市和示范区县建设
为带动，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四德工
程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为内容的四德工程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果。淄博被评为全省首批四
德工程示范市。

博山临淄成全省

四德工程建设样板

淄博生态红线区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资料片）

王顶岐向新任命的市旅游局局长张守君颁发任命书。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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