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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温温““退退烧烧””，，周周末末迎迎降降雨雨

本报菏泽7月13日讯(记
者 李德领 ) 随着“三伏
天”的到来，菏泽持续“桑拿
天”，但高温天气即将暂时

“退烧”，13日，齐鲁晚报记者
从菏泽市气象台获悉，影响
菏泽的暖气团正在减弱，14
日夜间到17日，菏泽会有雨
降临，气温也将明显下降。

“今天一大早，就明显感
觉到太阳的火辣，最近这几
天感受最深的就是热，热到
连呼吸都出汗，热到感觉马
上就要‘融化’。”市民李先生
说，从早晨到晚上只要一出
门就出汗，甚至每天都被热
醒，真是深刻体会到“桑拿
天”的威力。

齐鲁晚报记者从菏泽市
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影响菏
泽的暖气团正在减弱，向西

收缩，副热带高压西进北上，
未来在菏泽上空形成切变
线，并且稳定，14日夜里到17
日，菏泽有雷雨或阵雨，雨量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明
显下降，本轮高温天气结束。
15日-20日，菏泽气温较凉
爽，预计，7月下旬初，高温还
要卷土重来。

据菏泽市气象台13日15
时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内菏
泽具体天气如下：13日夜间
到14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
温度35℃，最低温度27℃，南
风3-4级。14日夜间到15日白
天，雷雨转暴雨，最高温度
31℃，最低温度25℃，南风3-
4级。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
小到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
31℃，最低温度24℃，东南风
转南风3-4级。

本报菏泽7月13日讯(记者
崔如坤) 13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工商局获悉，据工
商统计系统显示，现全市实有
各类市场主体637701户。其中，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登记各类市
场主体 5 5 4 4 4户，同比增长
10 . 95%。

据了解，自商事改革以来，
菏泽市工商局按照市政府部
署，发挥牵头部门作用，先后实

施了注册资本认缴、“先照后
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三证
合一”、“五证合一”并联审批等
改革措施，通过对内强化部门
协作、完善信息互通机制，对外
加强宣传引导、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等举措，改革取得显著成
效。

今年以来，菏泽市工商局
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借鉴
青岛经验，修订了《菏泽市市场

主体(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
法》，日前在第10次菏泽市政府
常务会议上通过审批。今后，实
行住所登记申报承诺制，降低
了住所准入门槛，让市场准入
更便捷。

同时，深入推行网上行
政审批，引导网上受理，让数
据“ 多 跑 路 ”，让 群 众 少 跑
腿。据了解，全市现已核发

“五证合一”执照 2 8 4 3 0份，

手续齐全当场发照达85%以
上。

菏泽市工商局还联合市
编办赴开封考察，学习“二十
二证合一”经验，目前正协同
有关部门对全市涉企证照及
备案事项进行梳理分类。郓城
县市场监管局推行的“企业登
记容缺审批”制度，提高了行
政审批效率和服务效能，受到
各界褒扬。

据工商统计系统显示，现
全 市 实 有 各 类 市 场 主 体
637701户。得益于商事改革，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登记各类
市场主体55444户，同比增长
1 0 . 9 5%。其中：新登记内资
1 1 3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27014户，新登记农民专业合
作社同1144户，新登记私营企
业27154户；新登记外资企业
19户。

菏菏泽泽上上半半年年新新增增市市场场主主体体55万万余余户户
得益于商事制度改革，同比增长10 . 95%

本报菏泽7月13日讯(记者
陈晨) 13日，记者从菏泽市

物价局获悉，本月起，菏泽市城
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转为正式价格，手术治疗中，使
用各种内镜、腔镜、显微镜的手
术项目，在原价格基础上加收
30%，中医单病种收费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以住院清单为结
算依据。

据了解，《菏泽市城市公立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以菏
价格发[2016]8号、9号、10号、
11号、14号文件印发，至2017年
6月30日起试行期满，现转为正
式价格，有效期至2022年6月30

日。其中，手术治疗中，使用各
种内镜、腔镜、显微镜的手术项
目，在原价格基础上加收30%。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中医
诊疗行为，菏泽将开展第二批
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革工
作，改革病种扩大到骨伤科的
13个，并对第一批骨伤科7个中
医优势病种收费标准进行调
整。

中医单病种收费标准包括
患者入院诊断治疗期间至按治
疗标准出院整个过程中所发生
的检验、检查、诊疗、手术、床
位、护理、注射、药品及医用耗
材等各项费用，其中中医骨伤

科病种包括患者首次入院诊断
治疗及第二次入院复查治疗发
生的费用。单病种收费实行定
额包干制度，按规定的单病种
收费标准结算。医疗机构不得
在单病种收费标准外另行收
费。

据了解，单病种收费标准
属于最高收费标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以住院清单为结算
依据。凡实际住院费用低于单
病种最高收费标准的，按实际
住院费用结算；凡实际住院费
用高于单病种最高收费标准
的，按单病种最高收费标准结
算。

公公立立医医疗疗机机构构医医疗疗服服务务价价格格
转转为为正正式式价价格格

本报菏泽7月13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赵忠宇)

近日，菏泽高新区杨营安置片
区龙腾社区首批262户棚改回
迁居民开始挑选回迁房，即将
迁入新居，开始新的幸福生活。

继2016年，菏泽棚改提前
两个月超额完成年度棚改任
务，2017年，菏泽全市棚户区改
造计划开工18 . 2万套，3092万
平方米，棚改规模继续保持全
国地级市首位。对于棚改群众
来说，心里急切期盼的莫过于
告别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早日
搬入新居。近日，菏泽高新区杨
营安置片区龙腾社区首批262
户棚改群众就要迁入新居，开

始新的幸福生活。
7月9日一大早，龙腾社区

的棚改回迁居民就早早的来到
了指定地点，按照排号开始挑
选自己心仪的户型。由于杨营
路安置片区规划、设计标准高，
楼房主体为多层设计，楼间宽
敞，花园、路灯、停车位等配套
设施齐全，雨污管网采用全分
离设计，是一座高标准的生活
小区。因此，居民们对搬入新居
十分期待。

据了解，今年以来菏泽高
新区杨营路片区、雷泽湖创新
区等4个棚改项目全面推进，共
涉及9个社区、30个自然村、5789
户，完成拆迁21万平方米，主体

竣工高层16栋，正在建设76栋、
建筑面积87 .1万平方米。

为了把棚改这项民生工程
做成“贴心工程”，菏泽高新区
棚改指挥部认真倾听群众利益
诉求，设身处地替群众考虑难
题，采取“先建后拆，一次性搬
迁”的办法，实施异地安置，坚
持“能不拆就不拆，能少拆就少
拆”的原则，尽量做到拆后群众
就能搬入新居，一次性回迁，减
少了“二次搬家”的麻烦。同时，
将社区会所、沿街商铺、广场公
园采取完全开放式设计，满足
居民多种需求，真正将安置区
建成一个群众有认同感、归宿
感的“家园”。

高高新新区区首首批批棚棚改改户户即即将将回回迁迁

本报菏泽7月13日讯(记
者 邢孟 通讯员 董素菊

张洪鹏) 为进一步推进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充
分发挥村(居)红白理事会作
用，培养红白理事会骨干力
量，12日上午，菏泽高新区举
办移风易俗骨干培训班，区
直有关部门、各镇街宣传委
员、民政办负责人，行政村
(社区)两委成员、红白理事
会会长等150余人参加了培
训。

“民间流行的彩礼从万
里挑一到六万六、八万八，再
从‘三斤三两’到‘一动一不
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
二三四五’，彩礼的身价可谓
是一路飚红。婚丧大操大办
已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
问题，例如要彩礼酿人祸、要
彩礼迫使老人背井离乡等
等。咱们红白理事会成员就
要站出来遏制这种不正之
风，真正让红白理事会在减
轻群众负担上发挥作用。”7
月12日上午，培训班嘉宾、郓
城县民政局副局长朱道斌这
样说道。

朱道斌从大操大办给
群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如
何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如何抓好火花、杜绝二
次装棺再葬等一一进行了
详细讲解，授课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既有客观、理性
的分析，又有具体生动的阐
述说明，具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

培训结束后，在场的各
村红白理事会成员也纷纷表
示，要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
起，多听、多看、多跑腿，第一
时间知道村里的喜忧事，提
前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理
念宣传到户到人。

据了解，菏泽高新区为
了推动移风易俗工作，不仅
制定了移风易俗考核细则、
奖惩办法、指导标准等一系
列文件，还印发了倡议书、调
查问卷、十严禁十不准等移
风易俗宣传材料；设立了曝
光台，开展了“迎新春，移风
易俗春联进万家”、移风易俗

“送戏下乡”专场演出等主题
活动，使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新理念深入人心。

高高新新区区
婚婚事事新新办办，，丧丧事事简简办办

菏菏泽泽高高新新区区首首批批棚棚改改回回迁迁群群众众喜喜挑挑新新房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邢邢孟孟 摄摄菏泽高新区首批棚改回迁群众喜挑新房。 本报记者 邢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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