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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铁人三项训练基地石马镇：

“人才＋体育＋旅游”促文旅融合发展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4日，记者从淄博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自2017年1月1日起，淄博
市对全市符合领取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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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底，符合范围人员待遇已
调整到位，其中伤残津贴每月最多增加195元。

本次调整标准为，伤残津贴月增加额按照一
级195元、二级185元、三级175元、四级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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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 5元、164 . 4元、
123 . 3元进行调整。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配偶每
人每月增加69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加51
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
础上增加20元的标准进行调整。

本次待遇调整范围为，企业、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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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
月31日前(含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工亡认定决定
书作出之日)符合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
伤职工 (不包括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工伤人
员)、经批准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和领取
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亡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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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
亲属。

淄博调整

工伤职工待遇标准

伤残津贴每月最多增加195元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营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7日，记者从淄博市张店

区城管执法局获悉，自今年年初张店区违法建
设治理行动开展以来，该区已排查违法建设面
积163万余平方米，拆除各类违法建设138万余
平方米。

据了解，张店城管相关部门集中全力突破
重点难点问题。一方面针对前期党员干部自拆
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发了《关于约谈未拆除违
法建设的党员干部的通知》，制订未拆除违法
建设党员干部约谈表，与张店区纪委对接对未
拆除违法建设党员干部进行约谈的相关事项。
另一方面是对城区影响较大、群众舆论关注度
较高的违法建设，张店区治违办督导组联系相
关镇办到现场监察督导，研究解决方案，根据
《张店区违法建设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制订行
之有效的处置办法。

截至目前，接收市转办件114个，接到投
诉电话1751个，下发督办单1139个，收到各镇
办督办单回复1061个，回复率93 . 1%。

张店拆除各类违法建设

138万余平方米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6日，记者从淄博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为严防严管严控学校食品安
全风险，保障校园餐饮食品安全，食药监部门在秋
季开学前后，利用一个月时间，对高校、中小学、幼
儿园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据了解，排查整治范围为学校食堂；学生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校园内的咖啡馆、饭店等社会
餐饮单位及超市等食品销售单位；校园周边的小
食品店、小餐饮、小摊贩；校外托管机构（小饭
桌）。

排查整治重点内容是主体资格情况，重点检
查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者是否依法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实际经营范
围、经营地址是否与许可证一致。

淄博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张洪 报道
本报高青讯 按照高青县委、县政府《关

于做好2017年全县玉米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
作实施方案》的要求，9月2日，高青县农机局
举办首期三秋农机生产及安全作业骨干农机手
培训班。来自全县7镇2个街道办的分管领导和
农委主任及260名骨干农机手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特邀省农机局农机推广站副站
长窦乐智和研究室主任马根众为大家讲解秸秆
还田、机械深耕、深翻作业、农机安全生产及小
麦播种等方面的知识。两位专家利用多媒体，深
入浅出，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从秸秆综
合利用的现状、秸秆的五化作用、秸秆综合利用
主要技术装备等方面，直观而清晰地讲解了秸
秆综合利用与机械深松的优点，并对机械深松
技术的应用提出了“四看四结合”的建议。

县农机局局长王福军就如何做好玉米秸秆
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着重强调了六点：制订并
落实农机购置配套提升计划，对符合补贴条件

的深松整地、免耕播种、秸秆粉碎还田、青饲
料收获、水肥一体化、高效植保等机械设备实
行敞开补贴、应补尽补；制定宣传秸秆还田作
业标准，集中举办三秋农机生产及安全作业骨
干农机手培训班，并在各镇（街道）对全县机
手轮训一遍，同时开展现场作业演示，通过现
场观摩和全面培训，确保农机作业质量；制定
科学合理的农机化生产技术操作手册，根据县
里的统一要求，针对老旧报废机械，达不到作
业标准的严禁进地作业，对于符合作业条件的
机具，严格按照手册上的标准进行作业，并签
订秸秆禁烧保证书，确保完成县委、县政府制
订的秸秆机械还田45万亩，青贮15万亩的目
标；县农机局在县政府的指导下组成督导组现
场督导作业情况，确保作业质量，同时严肃处
理违规作业行为，对老旧报废机械违规进地或
达不到作业标准的，按照县政府要求，建立
“黑名单”体系，取消其享受农机报废更新补
贴和农机购置补贴资格，农机合作社同时取消
其承担农机深松作业的资格；推广茎穗兼收

型、剥皮还田型、全株青贮型等大型、复式、
高效玉米联合收获机，在继续提高机械收获水
平的同时，改善收获质量；突出抓好小麦宽幅
精量播种、镇压保墒等农机化技术应用推广，
规范实施秸秆覆盖、免耕播种、土地深松等配
套的保护性耕作核心技术，指导机手选用带镇
压装置的小麦播种机械，在播种时随播随压，
提高镇压效果，提高秸秆转化利用效益，切实
提高秋种质量。

高青县农机局在今年秸秆禁烧工作中结合
以往有效的做法，突出宣传发动、强化还田标
准、压实责任、巡查督导全覆盖，确保不出现
还田不达标导致焚烧现象。积极探索从机械化
种植源头上实现杜绝秸秆焚烧的措施，大力推
行新型机械化种植模式，全力以赴抓好秸秆禁
烧工作，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此次培训结束后，高青县农机局将在各镇
（街道）举办农机手培训班，对全县三秋上阵作
业的农机手全部轮训一遍，预计整个培训将达
1000余人次。

高青县农机局举办三秋培训班

260名农机手“加油充电”
□刘磊 李震 陈小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周村区纪委对查处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曝
光，在该区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了解，今年以来，周村区纪委紧盯“四
风”问题新形式新动向，打出系列“组合拳”，
严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持之以恒抓好
作风建设。一方面坚持咬耳扯袖立规矩。周村区
纪委利用微信、彩信平台，每周3次发布廉政提
醒信息，为全区机关干部明纪律、定规矩。重要
节假日前，党员干部遇有职务升迁、婚丧喜庆等
重大事宜时，发现党员干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时，区纪委都要开展廉政谈话提醒，及时咬耳朵
扯袖子，防大病于未发。一方面坚持畅通渠道挖
线索。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以及“四风”问题专项举报和受理投诉活
动，方便群众投诉举报身边不正之风。将全区公
车停放、机关干部操办“升学宴”及婚丧喜庆事
宜等情况录入区廉政大数据平台，进行智能监
测、实时预警，精准发现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另
一方面，周村区坚持挺纪在前严惩处。对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依纪依规、从严从快处理，
对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曝光，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
的强烈信号，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
1-8月份，周村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10起，给予党纪处分8人，对4起典型问题进行
了公开通报曝光。

周村打出“组合拳”

强力纠“四风”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好资源引来训练队

9月9日，在淄博市博山区五阳湖运动休闲
小镇综合体育广场田径场地上，马拉松集训队
正在紧张训练中。秋日骄阳热度不减，队员们
挥汗如雨，奋力迎战下个月的全省大赛。国家
马拉松游泳队和山东省公开水域游泳队也选择
在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进行集训。

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坐落在石马镇五
阳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内，小镇风景优美，区位
优势明显，交通便利，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
核心区面积5平方公里，规划人口7万人。核心
区五阳湖湿地公园2017年获批国家湿地公园和
山东省“最美湿地”称号。五阳湖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充分挖掘体育元素潜力，2016年成功
举办了环五阳湖全国半程马拉松、全民健身太
极展演、万人环湖健步走等赛事。

近年来，石马镇依托镇内运动资源，不断
完善运动设施，现已开发出“双十”体育绿
道、体育文化综合广场、黄红峪天然攀岩基
地、公路及山地自行车赛道、马拉松赛道、垂

钓基地等体育资源。其中，双十体育绿道分为
南北两线，各10公里，现北线已建成，可作自
行车、马拉松等比赛赛道；体育文化综合广场
占地近万平方米，打造具有体育文化的全民健
身广场，布置健身器材、运动场地等设施，为
群众提供一处健身运动、休憩娱乐、体育宣传
的场所。未来小镇将规划建设亚洲举重学院、
白云滑雪场、皮划艇基地、体育航空基地、运
动体质检测及指导中心等体育基础设施。

人才合作提供专业保障

“体育资源同样成为了石马镇的旅游资
源，但是，目前旅游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存在着
较为严重的脱节问题，尤其是人才建设与产业
发展建设不相适应，以及人才建设滞后于市场
需求等问题尤为突出。”石马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辛达说，为此，石马镇以“人才＋体育＋
旅游”为突破口，积极做好文旅融合工作，在
体育元素与文旅融合的过程中，积极邀请专业
的体育人才进行指导。

石马镇红谷峪攀岩基地是五阳湖运动休闲
小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户外攀岩圣地
之一，攀岩面积20000余平方米，线路83条，线路
难度从5．07到5．14ｃ均包含其中。在岩场的开发
利用中，石马镇邀请了“寻岩中国”团队到石马
镇红谷峪进行开线，并多次提出宝贵建议，为攀
岩资源的后续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2017年“中国体育彩票杯”暨“汇祥
杯”山东省铁人三项锦标赛中，石马镇邀请铁
人三项国家级裁判进行赛前技术指导，对于比
赛的各个环节及场地建设提出意见；同时邀请
全运会女子铁人三项冠军王毅到五阳湖进行指
导，对功能区的设置及运动员赛前赛后服务提

出了标准化要求，为比赛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专
业帮助。

当前，小镇正与国内知名城乡规划设计团
队就技术咨询合同进行洽谈。合同签订后，由
规划团队派出专家队伍对小镇旅游体系、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规划策划，
使小镇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全域体育资源小
镇、省内知名辐射全国的体育运动休闲目的
地、国内知名体育赛事聚集区和国内重点体育
训练培训基地，实现体育价值和旅游价值双提
升。

本土旅游人才需求迫切

“专家帮我们规划的定位决定了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的建设高度，拓宽了日后的发展空
间。”石马镇党委书记宋乐宝表示，人才在旅
游开发尤其是乡镇地区旅游开发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小镇“人才＋体育＋旅游”的发展战略，
延伸了当地的产业链，正逐步形成旅游、运
动、休闲、民俗为一体，以观光旅游为基础、
休闲度假为主导、体育运动为特色、民俗旅游
为亮点的多元化产品业态，这都对小镇旅游从
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住宿、餐饮等从业人
员，不仅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视野、旅游文
化底蕴，更需要提升人性化服务理念。宋乐宝
坦言，这样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在乡镇上更是
凤毛麟角。

为此，石马镇积极组织小镇旅游人员参加
省内外项目洽谈会、旅游推介会等活动，加强与
知名企业的合作。今年5月，石马镇组织党政领
导成员带领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赴浙江参加
首届中国田园综合体高峰论坛，对标先进地区
学习经验，培养一批“旅游书记”和“旅游能人”，
镇党委书记宋乐宝也是其中一员。“参观浙江特
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等先进经验
之后，真是开阔了眼界，也慢慢有了工作思路。”
宋乐宝表示，石马镇将立足山、水、五阳湖国家
湿地公园等优势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全力建设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截至目前，石马镇已举办3次旅游人员从
业培训班，培训达600余人次，从礼仪、服务、文
化等方面对小镇的从业人员进行专门提升。

现在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正以崭新
的姿态蓬勃发展。未来的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将在“体育健康与山水旅游相融合”的
大道上远行，打造全国知名的运动休闲胜地。

全省铁人三项锦标赛在五阳湖展开。（资料片）

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热
闹不断。7月30日、8月6日，
全省公开水域锦标赛、全省
铁人三项锦标赛分别在这里
成功举行，石马镇正式成为
山东省铁人三项训练基地。
10月14日，“跑游山东”半
程马拉松总决赛将在五阳湖
举办，2018年省运会水上游
泳比赛也将在此举办．．．．．．
一项项重大体育赛事在五阳
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成功举
行，将无数人的目光聚集到
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2017
年，石马镇以“人才＋体育
＋旅游”为突破口，做好文
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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