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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坊子区采取搭建桥梁、落实扶持政
策、强化培训、培育就业主体等措施，强力推动就
业创业工作，成效明显。坊子区对全区企业开展用
工调查，摸清企业用工需求，并相应开展校企对
接、村企对接、组织企业参加各类招聘会，实施靶
向特色招聘，为企业解决人才和用工需求，力争全
年实现人岗对接4000人。大力加强孵化基地、创业
园区、特色创业小镇和创业街区建设，培育3000个
创业主体，实现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

为进一步提升铁路沿线环境水平，奎文区多措
并举全力推进胶济客专沿线绿化美化及违建拆除工
作。目前，已完成拆迁面积30多万平方米，沿线绿
化美化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胶济铁路沿线奎文段
4 . 5公里，奎文区按照点上绿化成景、线上绿化成
带、面上绿化成林的标准，做好胶济客专沿线绿
化，综合利用好沿线道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形
成景观，打造美丽沿线。严格遵循铁路沿线50米之
内规划控制线，加快红线内既有建筑及围墙的整饰
出新。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5月13日，在潍坊植物园东门举行的节水
宣传周启动仪式上，一滴水不用的小便器、自
闭式节水龙头吸引了市民驻足围观。今年5月
13日至19日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让节水成
为习惯”。

号称不用一滴水的小便器吸引了不少市民
的兴趣。这款小便器使用高科技原料制作而
成，小便后不需要使用水冲洗，自动进行净化
分解，无色无味，每天只需要特质的马桶刷简
单刷一下就行，既干净又省水，产品获得了国
家节水专利。

另一款自闭式节水龙头的出水位置有一块
铁片，洗手的时候，只要轻轻碰一下这块铁
片，水龙头就会自动出水，只要停止触碰，水
就不出了，功效和自动感应的节水龙头差不
多，但好处是不需要用电。

潍坊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姚恒军
说:“目前我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
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属于极度
缺水的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是制约我市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最近几年，潍坊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节水工作，目前该
市的万元GDP用水量下降到了10 . 71立方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到12 . 66立方米；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43 . 8%，居民人均日生活用

水量仅71升，多项节水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潍坊市分别于2006年、2007年成功创建省

级节水型城市和国家级节水型城市,并顺利通
过2012年和2015年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检。

去年，潍坊市又有一批企业、单位和社区
获得了市级节水型企业(单位)、社区称号，节
水理念在全市全面铺开。

启动仪式上还发起了志愿者签名活动，6
岁的刘一心和5岁的妹妹刘一言认真地在宣传
板上签下了名字。她们告诉记者，平时爸爸妈
妈经常教育她们要节约用水，以后她们也会把
节水观念告诉小伙伴们，珍惜宝贵的水资源。

潍城区宫馨丽园小区此次获得了市级节水
型社区荣誉称号。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刘东升

告诉记者，在日常生活中，检查水表时，假如
发现哪户业主家的用水量比较大，都会上门提
醒。小区里还专门建了一个集水坑，收集雨水
和回收废水，用来浇灌绿化植物。姚恒军说，希
望通过开展节水宣传周活动，能够进一步让全
民了解到节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倡导大家节
约每一滴水，营造全民参与节水的浓厚氛围。

接下来，潍坊市还将进一步推广节水器
具，加强用水节水管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节
水用水大检查，对一些用水大户的用水计划、
节水情况开展检查，掌握实际情况，促进节约
用水、科学用水。此外，还将在城区企业、社
区、单位、学校等地开展节水培训和节水宣传
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水氛围，增强宣传效果。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吴占栋 丛清洁

一处处违法建设彻底拆除，一处处青山绿
水重获新生。5月10日，记者站在昌乐县首阳山
顶往四周望去，绿树青草郁郁葱葱。而一年前，
这里还是山体破损、违法建设扎堆，成了制约城
市品质提升的拦路虎。去年上半年，昌乐县打响
了拆违攻坚战，全年共拆除存量违法建设1210
处52万平方米，实现了应拆尽拆；拆除新增违法
建设41处1 . 3万平方米，实现了新增违法建设

“零建成”。
4月14日下午，昌乐县违法建设治理行动动

员推进会议召开，吹响了该县2018年违法建设
治理“零容忍”行动的号角。会议要求“党员干部
坚定信心、共识共为，持续发力、全力以赴，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坚决打赢这场违
法建设治理战役，确保按期完成违法建设治理
任务目标。”

拆违是为了还山、还绿于民，更是为了拆出

公平正义、发展空间。在昌乐县看来，拆违工作
的真正难点并不在于违建体量多大，关键在于
做好群众工作，动员违建户自觉自发拆除。

4月15日7:00许，昌乐县首阳山旅游度假区
谢家山村的盛达木业违建厂房拆除启动，这是
昌乐县今年违法建设治理行动开展以来第一家
签订协议并拆除的违法建设。“现在都在号召拆
除违法建设，我们应该积极拥护。”盛达木业负
责人王永军告诉记者，违建铲平之后会进行高
标准的绿化改造，纳入昌乐县“一山两河”的规
划中。

5月12日中午，从首阳山区域昌乐经济开发
区片区拆违集中攻坚指挥部传来消息，最后一
户在违建拆除承诺书上签了名，至此，首阳山区
域昌乐经济开发区片区涉及的违建户全部完成
协议签订。其中30户已经全部完成拆除，2户正
在搬迁拆除中。

首阳山区域昌乐经济开发区片区违建32
户，数量不多，违法建设的体量却不小，共计5 . 1
万平方米。其中，除去极少部分是修建尚早，因

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濒临倒塌的平房外，大多数
则是近些年建成的大型车间、二层楼房，有的单
户违建面积达到5200余平方米。

5月5日上午，在来宝物流有限公司大院，由
昌乐县商务局、县工商联、县检验检测中心组成
的第二十八包靠组，正在帮助包靠户清运物品。

“为保证拆除进度，我们组织人员，调集大型起
重机、铲车等机械，对于自拆有困难的，以助拆
协助户主自拆，尽量将户主损失降到最低，早日
完成‘清零’任务。”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田承祥说。

“违法建设于法无据，制约了经济发展；于
情无理，破坏了社会公平；于民无益，损害了群众
利益，带来了安全隐患。”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俊涛说。目前，昌乐县首阳
山区域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真
正拆出了公平正义、发展空间、美丽环境，铸就了
过硬的干部作风，初步实现了还山、还绿于民。

一面做拆违“减法”，一面做添绿“加法”，昌
乐县城市生态正在焕发新的生机。记者了解到，

随着拆违治理的推进，昌乐县对首阳山城市公
园的建设也提上日程。按照规划，首阳山城市公
园将始终遵循体现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最少
的人为干预理念，最大程度利用自然做工，通过
人为的生态介入，加强山体的生态修复功能。

据昌乐县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阳山
城市公园建设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山
体修复，包含三项工程：山体地灾防治工程、山
体土壤修复改良工程和绿化植被恢复重建工
程;第二部分是市政基础设施和山体景观打造
工程，在山体修复的同时，借助山水林田湖以及
矿坑等自然资源，打造4处地方特色鲜明的公园
入口及停车场、24 . 2公里的自行车绿道、22公里
的园区道路、16处服务驿站以及路灯公厕等市
政基础实施；另外，建设夷齐祠、太公馆、王裒故
事、红色记忆四个文化类景观节点，结合山北的
矿坑打造矿坑蓝湾公园，分期建设蓓蕾天地、林
间小筑、塔景公园等18处景点，利用3到5年的时
间分期又有序地推动首阳山生态治理和景观打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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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多项节水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昌乐县加快推进首阳山区域违法建设治理

拆违做“减法” 添绿做“加法”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谭立国

坐落于海拔1032米东镇沂山之巅的山东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沂山转播台，40多年如一日，
每天凌晨四点半，准时为十几万用户转播广播
电视节目。他们不畏严寒、吃苦耐劳、恪守职
责，连续20年被评为全省优秀转播台。这种沂
山坚强的职业担当，被称为“四点半精神”。

沂山转播台25名职工担负着连接蒙山站和
浮烟山站数字微波传输任务，广播电视信号覆
盖半径100公里，影响着山东半岛十几万用户
的收听收视。转播台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由

于海拔较高，冬天气温最低达到零下20多度，
山间积雪经常没膝，汽车无法上山，物资设备
全靠人背。工作人员就用蛇皮袋子裹住双脚到
大腿，背着物资爬山。累了，就双膝跪在雪里
休息。无法辨识道路位置时，他们就在腰里系
上安全绳，每走10米做1个标记，以免走失。
遇上大雪封路，雪天室外作业，雪花落在头发
上，化成水，再结成冰，头发跟麻花一样。他
们经常凌晨两点上山，上山一待就是一星期，
确保四点半准时播报。

现在条件改善了，但“四点半精神”并没
有丢弃。去年9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为
确保安全播出，转播台决定利用星期二法定检

修日的时间，到38米高的塔位上更换一条老化
的数字微波传输馈线，需要5个人同时工作才
能完成任务。已过秋分，山顶突降小雨，冻得
直打哆嗦，保机组长孟震着凉后发高烧，缺了
他怎么办？“我没事！一起上，完成任务要
紧。”孟震顶着七级山风，在冷雨里坚持工
作，直到圆满完成任务。

2013年，他们成立了志愿者服务组织，利用
休息时间，走遍了临朐县70个乡村大集，了解到
临朐大力发展林果经济，很多果农常年吃住在
山上，无法收看电视等情况。他们主动出击，上
山安装数字电视接收设备，为收听收视不方便的
群众上门服务。“以前山上没电视信号，无法收看

节目。现在我在山上住了5年，天天看农业节目，了
解新政策，我的30亩樱桃和蜜桃，去年收入20多万
元，许多科学管理技术就是从电视上学到的。”
临朐县蒋峪镇李子行村村民刘志兴激动地说。

沂山脚下有个只有130户的贫困村南石垃
村，村里89岁的低保户王老汉夫妇和50岁的儿子
王孝颜一直居住在三间土坯房里。王孝颜左眼
残疾，孤身一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村里的
老大难。2015年，临朐县开展千名干部“进千村、入
万户、察民情、解民忧”活动，转播台卢翠山成了王
孝颜的帮扶负责人。卢翠山主动为王孝颜联系工
程公司做劳务，让王孝颜有了经济来源。去年，王孝
颜一家不仅脱了贫，还盖起了五间新砖房。

千米之上的“四点半精神”
——— 记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沂山转播台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5月16日，位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浪河入海口处的“渤海之眼”摩天轮投入运营。
“渤海之眼”摩天轮为世界上最大的无轴式摩天轮、世界上首例编织网格形式摩天轮、世界上首个无轴式轮桥合一摩天天轮，创

下了三个“世界之最”。游客乘坐摩天轮，可近观白浪河、远眺渤海湾,俯瞰城市美景，饱览海河风光。“渤海之眼”摩天轮整体
采用上层行车、下层登轮的立体设计，使桥梁与摩天轮相结合,横跨白浪河。摩天轮矗立大桥中央,轮盘直径125米，总高度145米，
有36个悬挂式观景舱，每个可乘坐8到10人，绕行一周约需30分钟。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最近不少潍坊市民发现，西瓜的价格忽然下跌。青州、昌
乐等地瓜农表示，地头收购价更是低至每公斤几角钱，已低于
成本价。

5月14日，在潍坊市十甲农贸市场，记者发现京欣西瓜每
公斤3元左右，红玉西瓜每公斤4元左右。“今年西瓜价格明显
低于去年，几乎是去年同时期价格的一半，这两天下跌尤其厉
害，上周西瓜单价还都能卖到每公斤5元，忽然就跌下来
了。”水果摊主刘玉生告诉记者。

青州市谭坊镇南魏村的王敬辉一直种植大棚西瓜。“我家
主要种京欣西瓜，今年4月初时天气忽冷忽热，很多西瓜都没
坐好果，产量比去年少三成。”王敬辉说，“五一”前后卖的
瓜都不太熟，但每公斤收购价大约能到4元，5月6日左右就跌
到了3元，现在更是一下子到了1元左右。

王敬辉告诉记者:“往年都是产量低了价格高，今年却正
好相反，想不明白为啥，价格低也得卖，西瓜储存期短。”

昌乐县宝都街道东齐村的张桂芳告诉记者，今年她种的甜
王西瓜口感非常好，本来觉得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没想到价格
一路下跌。

来自东北的收瓜商人表示，今年西瓜价低主要与供大于求
和外地西瓜冲击等有关。去年西瓜价格高，瓜农种瓜热情高
涨，今年普遍扩大了种植面积。南方西瓜种植范围扩大，也是
西瓜价格下跌的重要因素。

记者从潍坊市农业局了解到，今年上市的西瓜在瓜苗移栽
时，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低，最后只能等转暖后才移栽，造
成了如今各大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过于求。

种植面积扩大+集中上市

西瓜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奎文———

绿化美化铁路沿线

打造“流动风景”

坊子———

多措并举推动就业创业

为有效解决行政审批多头跑路、效率低下等问
题，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日前，寿
光将分散在各部门的审批职能有效聚拢组建成立行
政审批局。首批集中67项投资建设领域行政审批事
项，待试运行成熟后，还有近200项审批及关联事
项将陆续划转到位，最终实现行政审批事项“一口
受理、一章审批、一门通办”的“一站式”服务，
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寿光———

加快推进行政审批事项

“一门通办”

今年以来，昌邑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
机，把植树造林、发展苗木产业作为建设生态宜居
环境、振兴乡村产业的有力抓手，不断筑牢绿色生
态根基，持续迸发乡村振兴的强劲“绿色”动能。
加大滨海绿化、绿色通道和农田林网建设力度，新
增造林2 . 5万亩，改造提质绿色通道120公里，新建
完善农田林网14万亩。加快农村“村村绿”进程，
绿化出村路及镇街道路180万米，建设潍坊市绿化
示范村庄442个。

昌邑———

筑牢生态根基

释放乡村振兴绿色动能

自今年以来，高新区通过12123平台办理快速
处理事故百余起，原先需要两到三天才可以办结的
事故，如今只需三十到四十分钟就可以办结，极大
提高了事故处理的速度和效率。在市区道路上发生
无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车辆损失在5000元以内，
双方车辆保险齐全，驾驶员不涉嫌酒驾，不涉嫌无
牌无证的情况，且双方当事人对基本事实及成因无
争议，都适用于快处快赔流程。快处快赔机制实施
以来，节省了事故处理时间、简化了处理流程，减
少了事故对城市交通造成的影响，使每一个交通参
与者受益。

高新区———

“快处快赔”

避免事故堵心又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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