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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郓城城奏奏响响乡乡村村富富裕裕文文明明曲曲
刘文林到乡镇调研精准扶贫、移风易俗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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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郓城讯 (记者 崔如
坤 通讯员 魏忠友) 日前，
郓城县委书记刘文林到该县
潘渡镇、侯咽集镇调研精准扶
贫等工作。调研中，刘文林详
细了解了精准扶贫、城乡环卫
一体化、移风易俗工作开展情
况，并提出新要求。

刘文林要求，各乡镇要
积极扶持农民能够增收的产
业，结合扶贫帮扶项目，实施

精准扶贫，通过摸底调查，制
定详细的、有针对性的进村
入户扶贫措施，帮助贫困户
尽快摘掉贫困的帽子，精准
扶贫工作要到点、到户、到
人，要帮助贫困户分析贫困
原因，列出扶贫计划，积极引
导和调动贫困户的脱贫信心
和热情；要根据贫困户的个
人意愿选择帮扶路子，因地
制宜，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增

强造血功能；要不断转变工
作思路，切实摸清贫困群众
的实际困难，根据困难户的
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制定切
实的脱贫方案，帮助困难群
众早日走出困境。

对于移风易俗工作，刘
文林要求，要积极营造移风
易俗工作浓厚氛围，建立健
全村红白理事会，进一步完
善村规民约，倡树文明新风；

要立足村情民意，倡导文明
婚嫁观，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倡导厚养薄葬，坚决遏制
大操大办，做到文明、节俭；
要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形成
合力，建立移风易俗工作长
效机制，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持续深入开展。

此外，对于城乡环卫一体
化工作，刘文林要求，要提高
思想认识，强力推进城乡环卫

一体化工作，确保把实事办
好，好事办实，切实改善提升
农村面貌；要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调度，真正把城乡环卫一
体化工作摆上重要日程；要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集中时间
和人力、物力做好垃圾清理工
作，确保彻底清理、不留死角，
全面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水平，努力提高群众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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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郓城讯 (记者 崔如
坤) 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步伐，郓城县从9月份开始，集
中力量对全县的行政村规模进
行调整，全县行政村数量由1058
个缩减至690个，缩减率34 . 8%，
村居规模调整全面完成。
  据了解，郓城县以前共有
1058个行政村，其中，500人以
下村194个，500至800人的村325
个，800至1000人的村137个。全
县行政村“多、小、散、弱”的格
局，造成了公共基础设施滞后、
资源利用率低、配套功能缺失
严重等问题。

在拟定村居合并调整方案
时，郓城县充分考虑相近相邻、
优势互补、历史沿革和群众自
愿等因素，按照“与新兴农村社
区规划相结合、就近就便和整
撤整并、科学规划和积极稳妥、
统一部署和乡镇(街道)实施”
的原则，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
各方意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
全县村(居)规模调整工作的实
施意见》、《关于在行政村规模
调整中做好村级组织设置和班
子选配等工作的若干意见》、

《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有关问
答》等文件。

通过广播“村村响”、宣传
车、召开党员及村民代表会议
等方式，多层次、有针对性地进
行村居合并宣传教育。各乡镇
(街道)严格程序，深入走访，广
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
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方案，通
过召开村民会议，形成调整决
议，及时封存冻结原村集体资
产、账户和印鉴，选好配强新村
班子，各项工作开展得积极稳
妥。全县未发生一起群众不满、
村“两委”干部闹情绪、借机转
移集体财产等事件，实现了平
稳调整、平稳交接。
  据悉，行政村(居)合并后，促
进了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
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了配置，
拓宽了强村的发展空间。新村重
组后，村级干部队伍得到了优
化，开始高起点制订中长期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及村庄建设规划，
推进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郓城行政村减至690个

完成村居规模调整

  本报郓城讯 (通讯员
刘考勇 记者 崔如坤 )
在郓城县的大部分农村，淘
宝服务站是一道亮眼的风
景:农民在网上接单下单，服
务站合伙人和伙伴们忙碌地
进出取货送货码货。在今年

“双11”当天，郓城农村小伙
郭旗通过“阿里车码头”卖出
了30余台汽车。
  线上下单，线下体验。在
郭旗加盟的线下农村淘宝汽
车生态服务站，购车、保险、维
护等服务一应俱全，而这里也
是目前菏泽唯一一家“阿里车
码头”线下服务站。
  郭旗是郓城县通过电商
创业的新型农村青年中的一
个典型代表。去年6月，记者在

郓城县采访阿里巴巴“千县万
村”项目的农村青年培训班
时，第一次见到郭旗。那时，阿
里的“淘宝大学”刚刚落户郓
城，开始招募、培训有志于电
商产业的农村青年，郭旗成了
第一批35名“村淘”从业人员
之一。在郓城县郓州办事处申
厂村，郭旗经营的“村淘”服务
点很是红火，通过电商平台，
打通了地域优质绿色农副产
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
通渠道。

目前，郓城县已建镇村
级服务站点165个，实现了所
有乡镇办事处全覆盖，是江
北第一个村淘点过百的试点
县。“村淘”的迅速发展，吸引
了越来越多农村外流人才从

城市回到农村。22岁的邹开
豪去年大学毕业，正赶上阿
里巴巴“千县万村”项目在郓
城实施，邹开豪觉得这是一
次机会，他报名参加，通过培
训、考察等环节，顺利成为了
首批村淘合伙人。他告诉记
者 :“看到招募信息，我果断
回到家乡创业，‘村淘’服务
点利民便民，圆了我的创业
梦。”
  据统计，今年前九个月，
全县新增返乡创业就业人员
2 . 6万人、增长115%，返乡人
员新注册私营企业3387家、个
体工商户4755家，分别是去年
同期的9 . 4倍和1 . 8倍；吸纳
3 . 7万人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郓城县商务局局长梁海

涛介绍说，以“村淘”服务店等
电商平台为依托，郓城县积极
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提
升传统农业，壮大农业经营主
体，打造出一个个创业就业的
新平台。目前，郓城县李集乡
西瓜酱生产基地、程屯镇绿色
粉条加工基地、玉皇庙镇户外
家具和潘渡镇水浒马扎开发
贸易中心等5个特色乡镇已经
形成。
  围绕“村淘”服务站，郓城
县22个镇村成立了电商协会，
带动发展农村特色加工、制
造、种植等产业集群30多个，
培育出南赵楼镇南赵楼村、唐
塔办事处西代庄村两个“中国
淘宝村”，今年1至9月份销售
农产品2亿多元。

江北首个“村淘点”过百试点县

郓郓城城农农村村青青年年圆圆梦梦电电商商创创业业

本报郓城讯 (记者 崔
如坤) 12日，记者从郓城县
委宣传部获悉，近日，按照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园林城
市创建有关部署，经省城乡
建设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材
料和现场进行评价，郓城县
被正式评定为省级园林县
城。

据了解，省级园林城市的
评定以两年为一个周期，申报
后要经过严格的材料和现场
的评价，达到众多的评价标准
后才能评定。评定为省级园林
县城，意味着县城内的绿地面
积、广场面积等扩大和城区居
住条件更好。
  据悉，近年来，郓城县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以五大发展
理念为引领，以建设特色精品
城市为目标，建机制、强投入，
补短板，上水平，园林绿化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郓城县三年新增绿地面
积420万平方米，是前20年的
总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
地率分别达到 3 7 . 0 3 % 和
30 . 74%，比2013年分别提高

了6 . 2个百分点和5 . 8个百分
点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942 . 18万平方米，主要绿化
指标全面达到省级园林城市
水平。

下一步，郓城县将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绿化率和宜居
水平，争取评定为国家级园林
县城。

美美丽丽宜宜居居的的郓郓城城县县城城一一角角。。 本本报报通通讯讯员员 侯侯昌昌杰杰 摄摄美丽宜居的郓城县城一角。 本报通讯员 侯昌杰 摄


	Py01-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