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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88年年菏菏泽泽民民生生实实事事已已完完成成1144项项
现正在向社会广泛征集2019年民生实事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者
王雅楠) 29日，菏泽市政府

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
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进行详
细介绍。据悉，2018年年初确定
并向社会公开承诺的10个方面
17项民生实事，目前已完成14
项，其余几项正在加紧实施中。

据了解，完成的14项民生
工作中包括：打通市区“断头
路”32条；渠化主要道路路口39
个；开通市区至各县的城际公
交，建立起城际公共交通服务
网络；新建改造市区污水管网
138公里，实现污水管网全覆
盖；建设以小绿地、小公园、小
广场和小停车场为主题的“口

袋公园”100处；开展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残疾儿童康
复工程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医
疗救治救助项目；新建城市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5处、
农村幸福院265处等民生实事。
同时，今年7 . 2万人的脱贫目
标，预计年底全市贫困人口可
全部实现脱贫。

此外，发布会上还通报了
教育、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多
方面民生工作进展情况。截至
目前，菏泽已基本化解普通中
小学超大班额，大班额占比较
2017年下降20 . 2%；全市新扩
建养老机构1 8处，发放补贴

1 . 3亿元；2018年实施棚改片
区81个、12 . 7万套，完成征收
12 . 3万户，征收完成率96 . 6%。
通过棚改，全市新建城市道路
129条、280公里，打通断头路
116条、238公里，新建桥梁30
座，铺设各类管网1200公里，全
市新建公园3 5处，新增绿地
6900亩。

菏泽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刘
建东在会上表示：“2018年是菏
泽历年来时间跨度最长、赛事
项目设置最多的一年。为继续
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办公室正
在向社会广泛征集2019年的民
生实事。”

菏菏泽泽出出台台二二次次供供水水加加价价标标准准
每每方方水水加加价价00 .. 8855元元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张建丽)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物价局
获悉，二次供水加价标准出
台，凡市自来水公司自建或
接收的符合抄表、收费、管
理、服务到户条件且经二次
加压供水的单位和居民用
户，在现行水价的基础上，二
次供水加价标准为每方水
0 . 85元。

二次加压供水的用户，
居民用水第一阶梯到户价格
为3 . 90元/方，第二阶梯到户
价格为4 . 75元/方，第三阶梯

到户价格为7 . 30元/方；学校
教学设施和学生生活服务设
施、养老机构等社会福利场
所的生活服务设施、城乡社
区居委会的工作场所和非经
营公益服务设施、城乡居民
小区公共场所非经营性服务
设施等到户价格为4 . 05元/
方；非居民用水到户价格为
5 . 55元/方。

此标准为试行标准，自
2018年12月份抄见水量起执
行，2020年11月30日止，试行
期满，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
核定正式标准。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者
崔如坤) 菏泽市区城市管

理十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占
道经营专项整治取得显著成
效，但仍存在管理不到位、整治
不彻底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
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
展，29日上午，市区城市管理十
项整治行动指挥部督导考核组
邀请多家媒体一行对占道经营
专项整治进行了现场察看。

据了解，菏泽市区城市管
理十项整治行动方案规定，占
道经营专项整治的内容包括整
治店外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
点等。自方案下发以来，菏泽市
相关部门及各区、办事处积极
行动，集中治理占道经营、店外
经营等违规行为，目前整治取
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管理不
到位、整治不彻底的问题。

29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随督导考核组工作人

员先后对西安路、八一路、振兴
路等路段进行了察看。

在属于牡丹区南城办事处
辖区的西安路与中华路路口发
现，路口东北角的邮政报刊亭
店主存在超范围占道经营的现
象，摊主将水果、食品等商品摆
到了本该属于人行道的空间。
沿西安路北行，在属于牡丹区
西城办事处辖区的菏泽市立医
院西门北侧的一处报刊亭同样
存在超范围占道经营问题。

由西安路进入八一路，位
于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对面的
报刊亭同样存在超范围占道经
营的问题，成筐成箱的各种水
果都摆到了马路牙子上，尽管
报刊亭旁边就竖立有“禁止摆
摊设点”的警示牌。而在三院西
侧的一家超市则存在店外经营
的问题，尽管有门店，超市却依
然将各种商品摆到了人行道
上，行人路过只得绕行行车道。

而在开发区丹阳办事处辖
区振兴路，督导考核组发现占
道经营现象更加严重。这条路
上不仅有洗车店占用人行道、

盲道提供洗车服务，更多的是
一些贩卖蔬菜、水果的流动商
贩占据道路，增加了原本就不
宽敞道路的拥堵。尤其在振兴
路与康庄东路路口附近，路口
东南侧、东北侧、西北侧均被各
种商贩占用。“现在还好些，到
了上下班时间，因为摊贩占道
经营，使得道路非常拥堵。”住
在附近盛世豪庭小区的市民王
先生说，希望能疏堵结合，建立
长效机制，合理规划流动摊贩
的经营时间和地点，解决占道
经营问题。

对于察看发现的问题，市
区城市管理十项整治行动指挥
部督导考核组工作人员表示，
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是“十项整
治”治理工作中相对棘手的问
题，通过治理这些问题虽然得
到很大改观，但是还有个别商
贩跟执法人员玩起了“躲猫
猫”、“打游击”。针对督导中发
现的问题将上报“十项整治”指
挥部，进一步加大媒体曝光力
度，敦促相关部门加大治理力
度，抓好整改。

菏泽市区“十项整治”考核组邀请媒体明察暗访

清清理理占占道道经经营营““顽顽疾疾””还还路路于于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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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李德领) 为深入推进

“一次办好”改革，完善社会
监督机制，不断优化菏泽营
商环境，菏泽市委改革办现
向社会各界选聘“一次办好”
改革义务监督员，聘期一般
为一年，从聘任之日算起，最
多可以连聘两届。市民可于
11月29日至12月3日期间登
录菏泽市人民政府网站，下
载《菏泽市“一次办好”改革
义务监督员登记表》，填写完
整后将《登记表》发送到市委
改革办电子邮箱(hzycbhgg@
163 .com)。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了解到，报名条件为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
会主义祖国，遵守宪法和法
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
心菏泽市“一次办好”改革工
作，愿意承担“一次办好”改
革义务监督员职责，有较高
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社会责任
感，公道正派，廉洁自律，敢
于发表意见，热心监督工作；
熟悉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和营商环境情况，能够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指出问题、
反映问题，并能提出建设性
意见；身体健康、心态阳光，
能够适应监督员工作，年龄
在3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张建丽) 为进一步加
强菏泽市廉政教育，中共菏
泽市纪委面向社会开始公开
征集有关廉政教育史料。快
来看看你家有适合的材料
吗？

征集内容要求立足菏泽
历史实际，深入挖掘菏泽传
统文化和近现代红色文化中
的廉政元素，其中包括菏泽
历史上的清官廉吏相关史料
(包括著作、手稿、书信、题词
和有纪念意义的生活用品
等)；菏泽历史上有名的家规
家训家风实物、资料(包括家
谱、书信、手稿、对联、诗词
等)；菏泽近现代著名清廉人
物、红色廉政文化史料(包括
著作、手稿、书信、题词、楹联
和有纪念意义的工作、生活
用品)；宣传和介绍菏泽历史
上的清官廉吏和近现代红廉
文化的重要出版物和具有重
要纪念意义的实物，以及菏

泽南下干部严明纪律、清正
廉洁的感人事例；菏泽历史
传统文化名人事迹，特别是
表现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的历史故事等。

征集方式分为自愿捐
赠。对自愿捐赠者，由征集方
出具接受捐赠证明并颁发荣
誉证书；捐赠的作品被用于
陈列时，均标明捐赠人姓名；
有偿收购。对本人或单位有
补偿要求的作品，征集方进
行公平合理评估，经协商支
付一定资金予以收购。对于
确有价值，本人或单位无意
捐赠或有偿提供的史料，征
得本人或单位同意，复制后
将原件退回，并给付一定的
酬金；寄存陈列。对不愿无偿
捐赠的作品，可以提供寄存
手续，注明寄存人情况，寄存
陈列实物一律登记入册，并
与寄存人签订保管责任书。

征集活动从即日起至
2019年3月10日。

菏菏泽泽公公开开选选聘聘““一一次次办办好好””
改改革革义义务务监监督督员员

菏菏泽泽市市纪纪委委
公公开开征征集集有有关关廉廉政政教教育育史史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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