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读读 有有““壹壹点点””就就够够了了
本报“齐鲁壹点”正式落地菏泽，同时今日菏泽官网也已重新改版上线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王保珠) 由齐鲁晚报出品

的生活服务新闻资讯客户端
“壹点App”已于2014年9月1日
正式开始公测。从今天开始，
菏泽市民可以通过“壹点”看
菏泽了，通过扫描二维码或从
浏览器下载安装壹点客户端，
您就可以看到菏泽最热最新
的事儿、发现最好玩的地儿！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壹点”就有了，“壹点”就够
了，“壹点”生活就有趣味了。

壹点App是齐鲁晚报为晚报读
者提供更多线上服务，适应移
动互联网时代传播新格局，尽
心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新闻
资讯移动客户端。

“自从有了‘壹点’，生活
那叫一个方便！不仅可以轻
松看菏泽，济南、泰安、烟台
等地资讯尽在‘掌控’之中
啊！”刚刚安装上“壹点”的市
民 王 先 生 称 。没 错 ，“ 壹 点
App”立足于山东、细分各地
市，主打山东本地生活服务

资讯，最懂你身边的生活，最
了解你身边的大事小情，有
态度地向你提供新闻事件的
多方面视角。

您还可以通过“情报站”
上传你的吃喝玩乐情报、吐
槽你的喜怒哀乐或者爆料，
当然它还是给本报投稿的简
单通道。另外，下一步“壹点
App”还将开通便民服务，比
如缴纳水电暖费、看病预约
挂 号 、查 看 免 费W i F i 等 功
能 。您 还 在 等 什 么 ？“ 壹 点

App”值得你拥有！
同时，齐鲁晚报·今日菏

泽 官 方 网 站 ( h t t p : / /
jrhz.qlwb.com.cn/)也已重新
改版隆重上线。为了适应新的
形势和读者需求，今日菏泽官
方网站从板式和内容方面都
进行了改变，聚焦菏泽、网上
爆料、人文曹州、社区新闻、商
界、公益等一批新颖栏目开始
上线运营，网上内容更加丰富
与直观，网友查找内容也更加
方便。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董梦婕) 29日，第三届菏泽

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召开，荣获“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的
30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受到表彰。

29日，山东和信家具装饰
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天亮、曹县
侯集镇四宾超市总经理马远军
等30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
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被授予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称号。表彰大会开始之
前，菏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孙爱军，市委副书记、市
长解维俊，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统战部长付伟，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丁志刚，市政协副主
席樊庆斌亲切接见了受表彰人
员并合影留念。

会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为菏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在当前经济新常
态下，希望全市非公有制经济
继续扩大规模、提高档次，努力
做大做强做优，在全市转型升
级、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中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希望全市广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以他们为榜样，坚持

创新发展，加快转型升级，依法
诚信经营，勇担社会责任，以实
实在在的业绩加快实现“科学
赶超、后来居上”的目标。

表彰结束后，菏泽市工商
业联合会倡议会员企业争创“守
法诚信优秀会员企业”，计划今
年在全市非公企业会员中首批
培育30家结构完整、经营机制良
好、信誉度高、法律意识强的“守
法诚信优秀会员企业”，作为进
一步开展创建守法诚信优秀会
员企业活动的模范典型。

菏泽表彰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3300名名非非公公有有制制经经济济人人士士获获表表彰彰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邢孟 ) 5月29日下午，菏泽

市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第一届
联席会议暨法律职业共同体合
作框架签约仪式在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举行。框架协议的签
订，标志着菏泽市法官协会与
律师协会职业共同体正式建
立，双方将相互监督、相互协
作，共同营造透明、公正、高效
的司法环境。

为建立相互尊重、相互协
作、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良性
互动关系，搭建规范、有序、畅
通、有效的交流平台，共同推进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建设，共同营造透
明、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共
建法官与律师职业共同体，共
同维护法律权威与社会正义，5
月29日下午，菏泽市中级人民
法院举行菏泽市法官协会、律

师协会《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暨第
一次联席会议。

据了解，该框架协议在推
进双方职业平等互尊方面提出
了增进职业互相尊重、共同维
护诉讼秩序、依法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三点建议；在强化业务
配合协作方面提出了强化诉讼
代理责任、共建多元纠纷解决
机制、共建涉诉信访化解机制、

共建防范冤假错案机制四项机
制；在完善业务会商交流方面
提出建立工作会商、意见征询、
业务交流三项制度；在实现信
息资源共享方面提出双方要共
享裁判成果、业务培训资源、业
务信息资料。除此之外，双方还
将定期开展法官与律师职业互
评互议活动，以加强互相监督，
净化法律服务环境。

菏泽市法官协会、律师协会召开第一届联席会议

法法官官律律师师牵牵手手共共建建法法律律共共同同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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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袁文卿 ) 5月28日上午，菏泽
2015年农村坑塘治理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对《菏泽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坑塘治理
工作的通知》进行了解读，对
2014年坑塘治理工作进行总结
交流，对2015年坑塘治理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近年来，受人类生产活动
和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部分
坑塘受到严重污染，水体面积
大幅缩减、甚至消失。农村坑塘
是平原地区重要的水利基础设

施，在调节水源、防涝抗旱、美
化环境、发展经济等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加强农村坑塘治理
工作，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加快
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
义。

据悉，菏泽水利部门将按
照“治一个、成一个、带一片、长
期发挥效益”的总体要求，选择
蓄水面积相对较大、确定长期
保留、群众要求迫切、社会经济
效益明显、能给周边老百姓带
来较大实惠的农村坑塘，利用5

年时间全部治理一遍，增加蓄
水面积4000公顷，增加水资源
蓄集量1 . 2亿立方米，增加农村
经济收入8000万元，减少水土
流失1 . 5万公顷，预防农村洪涝
灾害发生，缓解农村旱情，有效
补充地下水源、增强生态调节
功能，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会议要求，各县区水利部
门将对辖区内蓄水面积在10亩
以上、确定长期保留的所有坑
塘进行摸底调查，建卡、立档。
农村坑塘属集体资产，不能随
意侵占和流失，把其纳入乡镇

水利站管理范围，进行确权划
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在确权
划界的基础上，选择有资质的
单位，高标准编制符合农村实
际的坑塘治理规划，分期组织
实施，2015年治理工作应当与
建档确权同步实施。

据了解，从2015年起，菏泽
市、县两级每年分别从水利基
金、水土保持费中各拿出10-
20%的资金用于坑塘治理，其
余资金由坑塘所有权人或受益
人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自筹解
决。

30名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被表彰。

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

菏泽召开2015年农村坑塘治理工作会议

55年年时时间间把把农农村村坑坑塘塘治治理理一一遍遍
今年以来菏泽

取缔无证行医52家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张
建丽) 5月29日上午，菏泽市卫计
委党委委员、卫生计生监督局局长
杨继香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做客市
长热线。据悉，今年截至目前，菏泽
各级卫生计生监督执法部门共查办
非法行医案件 9 4起，罚款、没收
24 . 12万元，取缔无证行医52家。

今年3月8日，菏泽市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揭牌成立，原卫生
监督和计生执法两机构进行了合
并，短短两个月就实现了从整合到
融合1+1>2的效果。先后开展了“春雷
行动”、“卫生计生服务监督年五项行
动”、“B超机清理行动”等事关人民生
命健康的重大活动。

据介绍，今年截至目前，菏泽各
级卫生计生监督执法部门共查办非
法行医案件94起，罚款、没收24 . 12
万元，取缔无证行医52家；查办“两
非”案件272起，罚款13 . 1万元；对全
市376家管水供水单位进行了监督
检查；对516家医疗卫生机构消毒隔
离进行治理，立案4家；对12家法定
传染病诊治定点医院预检分诊、疫
情报告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公
共场所卫生1449家，立案58家，罚
款、没收12 . 8万元；开展花会月公共
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检查管理相对
单位343家；清理登记B超机763台，
助产机构151家；对50余家学校开展
了卫生专项执法检查。

菏泽开通应急广播

快速发布灾害预警

本报菏泽5月31日讯(记者
张建丽 ) 5月29日上午，

菏泽市应急广播授牌仪式举
行。据悉，该广播将快速权威
发布灾害预警和重大突发事

件信息，阻击谣言，维护社会
稳定。

据了解，菏泽市应急广播
的工作任务将由菏泽市交通
广播承担。应急广播将按照

“统一高效、资源共享”的原
则，与市政府应急办及相关部
门、单位密切配合。在没有突
发事件时普及和宣传应急、自
救、防灾减灾知识。在发生突

发事件时，可以快速权威发布
灾害预警，阻击谣言，维护社会
稳定。积极传递救援信息，深度
解析救援策略，科学有序指导
志愿者参与救助。


	P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