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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携携手手阿阿里里 激激活活农农村村电电子子商商务务
农村淘宝“千县万村”计划郓城、曹县县级服务中心昨日启动

本报菏泽7月28日讯(记者
董梦婕 袁文卿) 28日上午，阿
里农村淘宝“千县万村”计划郓
城县和曹县两个县级服务中心
先后启动，这标志着阿里巴巴集
团农村淘宝“千县万村”计划在
郓城县和曹县正式运营。“服务
中心将极大地激活农村电子商
务生态，创新农村综合服务，创
造农村社会和经济双重价值。”
菏泽市副市长黄秀玲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菏泽市政
府高度重视电子商务产品发展，
把电子商务作为加快经济发展
的重要着力点。黄秀玲介绍，今
年以来，菏泽在杭州成功举办了
淘宝大学县区长电商研修班，与
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一揽子战略
合作协议，郓城县建立了全国第
一家县城电商培训基地，曹县、
郓城成为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
划”试点县，壹邦壹品农产品电
商平台上线，特色中国菏泽馆也

将于7月30日全面上线试运营，
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训人员2万余
人，在建或建成电商园区14个，
电商企业发展到2 . 1万家，电子
商务发展迅猛。

28日上午，农村淘宝“千县
万村”计划郓城县和曹县两个县
级服务中心先后启动。其中，郓
城县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1600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一层为政
策咨询中心、物流仓储分拨中
心；二层为办公区、培训区、孵化
区及特色产品展示区。服务中心
主要负责全县农村电子商务的
市场推广，乡镇、村级服务站点
的建设、培育和管理，农村淘宝
网购产品的运营、配送和售后服
务，镇村级服务站、农村淘宝合
伙人的培训等。启动后，年可培
训农村淘宝合伙人1200人次，可
满足200个村级服务站的运营和
配送。

而曹县作为山东省第6家

“千县万村”计划试点县，在中国
大众创业最活跃的50个县中排
名第46位，全县大型电商加工户
有800多家，从事网店销售的家
庭4500户、网店2万余个，带动10
万人就业，今年上半年农村电子
商务销售额达11 . 8亿元，预计全
县目前达到“淘宝村”标准的村
有30个以上。

在郓城和曹县两个县级服
务中心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分
别对郓城县和曹县的农村淘宝
合伙人进行授牌。仪式结束后，
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郓城县服
务中心、淘宝大学菏泽人才培养
基地、农村淘宝申厂村级服务
站、曹县孙老家镇李庄村服务站
等。

“千县万村计划郓城县服务
中心的正式建成运营，为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支
撑。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搞好
合伙人、村淘点筛选，完善电子

商务园区配套设施，为村民提供
优质便捷的电子商务服务，不断
开创全县电子商务发展新局
面。”郓城县委书记刘文林说。

本报菏泽7月28日讯(记者
李凤仪 ) 本科一批录取已

经结束，很多考生也已经领到
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不过本科
二批的考生和家长还在苦苦等
待。记者从菏泽市招办获悉，28
日，二本录取工作正式开始。

根据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进程表显示，7
月28日至29日，文理类本科二
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填
报志愿录检。本科二批有3次录

取机会，7月30日省招考院将整
理数据，并公布文理类本科二
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征
集志愿缺额计划，艺术类本科
一批、体育类本科批第二次征
集志愿缺额计划。7月31日达到
二本线但未被录取的考生需要
填报文理类本科二批、春季高
考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艺
术类本科一批、体育类本科批
第二次征集志愿(含是否服从
调剂志愿)。

文理类本科二批控制线将
于8月5日12：00前划定并公布。
今年山东取消了军检线，录取
控制分数线分2次划定：第1次，
根据高考成绩分段人数统计
表，按照本科招生计划数1：
1 . 1的比例，分科类确定普通
文、理类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与本科一批线同时公布。
第2次，在考生填报第二次征集
志愿之后，在有效生源范围内，
以第一次公布的本科二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为基准，按征集计
划数1：1进行计算(含服从调剂
考生)，确定本科二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

文理类本科二批有两次征
集志愿机会，整个本科二批的
录取要持续到8月6日，也就是
说二本考生有三次填报志愿并
被录取的机会，因此第一轮没
有被录取也不要灰心，仔细研
究自己的分数，合理选择第一
次和第二次征集志愿。

二二本本考考生生有有三三次次填填报报志志愿愿机机会会
昨日二本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本报提醒考生合理填报志愿

成武讯 (通讯员 党崇启、徐
汝利) 菏泽市成武县院法警大队
为深入推进司法警察警务工作规
范化管理，针对办案工作区规范建
设管理和自侦案件办案工作管理
等进行自查自纠、开拓创新，深入
总结办案工作区规范化管理经验，
从而树立了警务工作典型。

成武县检察院法警大队在院
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全面履行检察职能，

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
动为抓手，紧紧把握警务工作运
行的重点环节，认真查摆梳理存
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整
改，着实从队伍建设、硬件建设和
制度建设等几个方面总结成功经
验和做法：

一是进一步增强做好司法警
察工作的紧迫感。法警大队在党崇
启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学习司法警
察执法规范，并对每位队员进行入
警教育，定期开展警察警示宣誓活

动，提高司法工作的紧迫感。
二是进一步加强司法警察队

伍建设。成武县院建立健全了法
警工作机构，配备队长、副队长，
并配齐相关人员，提高法警队伍
年轻化水平，从而提高了司法警
察整体素质和执法能力，特别是
克服一切困难，把法警编队管理
落到了实处。

三是进一步完善和严格执行
各项警务工作制度。法警大队不
断强化责任意识和办案安全意

识，从坚持制度、严密程序、规范
执法等方面保障办案安全；不断
总结和探索司法警察工作经验和
规律，建立了健全执法活动规章
制度，确保各类执法活动有制度
规范可循，每个执法环节有流程
监管控制。另外，成武县院法警大
队注重培养和选树司法警察先进
典型，积极营造重用典型的良好
氛围，做到学有榜样，干有目标，
以点带面推动全地区法警工作上
水平。

四是进一步加强对办案工作
区管理和监督，从源头上规范司法
行为。成武县法警大队严格落实办
案工作区值班制度，从未发生脱
岗、漏岗、空岗现象。坚持做到了每
月对办案工作区进行一次安全检
查工作，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并切
实落实了办案工作区医疗保障工
作，提高处理突发事故的医疗保障
能力，从而用制度落实保证办案安
全工作的新常态，进而开创法警工
作新局面。

培培树树典典型型 规规范范管管理理 抓抓住住关关键键 务务求求实实效效
——— 深入推进司法警察警务工作规范化管理

本报菏泽7月28日讯(记者 董
梦婕) 28日，记者从菏泽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为加强含铝食
品添加剂生产、使用行为监管，该局
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
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执行情况
专项检查，膨化食品和烘焙食品是
检查重点。

“通知”明确了食品生产、流通
和餐饮服务环节重点检查的食品种
类、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重点查看
膨化食品、小麦粉及其制品生产企
业执行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总
局等五部门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
用规定公告等文件的有关情况，食
品标签添加剂项标注、食品添加剂
经营企业进货查验记录情况、餐饮
服务单位自制的小麦制品(馒头、花
卷、包子、发糕等)、烘焙食品(饼干、
蛋糕等)执行情况。

要求各县区局开展摸底调查，
查清辖区内生产销售和使用含铝添
加剂的企业底数；结合全省第三季
度食品安全抽检，严查拒不执行规
定、不落实标准要求的企业和个人；
对监督检查和抽检发现的违法行
为，要依法严惩重处，涉嫌犯罪的及
时移交公机关。

同时，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加大
对含铝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
规定的宣传力度，强化企业责任意
识，督促企业自查自纠，引导企业自
觉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经营和使用含
铝食品添加剂。

菏泽严查违法使用

含铝添加剂行为

▲与会人员参观农村淘宝
郓城县级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

阿阿里里村村级级服服务务站站 点点燃燃农农民民村村淘淘梦梦
“我们的村级服务站28日

正式开业，其实在21日就在试
运营，当天就做了第一单业务，
帮一名村民买了台空调。”28日
上午，阿里农村淘宝曹县孙老
家镇李庄村服务站点站长李学
善说，村级服务站为他提供了
创业的新平台，还让村民享受
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便捷购
物，快递入户的网购体验。

28日，记者在李庄村服务
站点看到，不大的房间里有一
台电脑，旁边的货架上摆放不
少商品，墙面上的一个液晶显
示器与电脑相连接，显示着各

类产品信息，几名村民正在村
服务站外兴致勃勃地议论着这
种购物“新形式”。

李学善告诉记者，他2007

年开始接触网购，随着网购被
越来越多人认可，2013年年底，
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主
营工艺品的淘宝店，经过近两
年发展，他的淘宝店销售额十
分可观。2015年，县里开始招募
淘宝合伙人，了解电子商务知
识、愿意为乡亲服务的李学善看
到后，新的创业梦被瞬间点燃，
他马上报名参加，并顺利成为了
他们村上的淘宝服务站站长。

“李庄村的特色产品是剁
椒，村里有7家网店主营剁椒产
品，试营业期间，最多的业务就
是教授村民怎么将产品在网上
推销出去，我们村人口3000多
人，其中700多人都加入了我的
淘宝服务QQ群，人数还在不断
增加。”李学善说，现在村民们
有什么想在淘宝上买的，或者
家里有产品想通过淘宝销售出
去，都会来找他，通过淘宝服务
站的帮助和指导，许多村民开
起了网店。

在农村淘宝郓城县申厂村
服务站，代购员告诉记者，村服

务站可以为群众提供生活用品
网上代购、特色农产品代购、开
网店指导、快递邮递、农资供应
等便民服务，让农村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城里人的生活便
宜。现在，村民吃完饭出来散
步，都会来到店里看看，如果发
现有优惠又实用的商品，便即
刻下单购买，咨询种类最多的
是大宗电器。

村级服务站入驻农村后，
真正得实惠的还是老百姓，农
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大宗商
品，还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本报记者 董梦婕 袁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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