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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派第一书记张凯胜通过抓党建、促脱贫、兴产业，带领村民奔上幸福路

他为单县丁万庄村带来全新面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谢丽

单县谢集镇丁万庄村是省级
贫困村。2019年4月，山东省交通
运输厅驻谢集镇丁万庄第一书记
张凯胜到任后，通过抓党建、促脱
贫、兴产业、解民忧等一系列工
作，为丁万庄村带来了全新的面
貌。

为丁万庄

打造“数字党支部”

“村里党员干部年龄老化，最
年长的村两委成员69岁，最年轻村
干部也有53岁；文化水平普遍偏
低。”张凯胜说，他到丁万庄后，在
和村两委班子接触中，发现文化水
平和视野的限制，影响着村干部看
问题、谋发展的能力和水平。针对
这一情况，他和村两委班子商议，
以身边琐事为“小切口”，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的大视角，定期为村里党
员“开小灶”讲“微党课”。

从为村党支部购买电脑、投
影仪、打印机，安装有线、无线办
公系统，教给村干部规范化使用
方法，张凯胜为丁万庄打造了一
个“数字党支部”。党员干部的整
治素养、思想境界提升了，为民服
务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了。

“结合村里的发展现状，张书
记给我们带来很多贫困村庄发展
的鲜活事例，让我们开阔了思想
境界，坚定了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的信心。”丁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丁
远成对记者说，“他是真心实意为
咱群众做实事谋发展的，从村干
部到普通群众，我们从心里认可
他。”2019年底，丁万庄村在全镇
综合排名中跃升了7个位次，一名
党员干部获得全镇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新发展的一名年轻党员获
得全镇种植能手荣誉。

兴产业

领办股份经济合作社

“张书记指导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发展白芷种植产业。我家

里有2亩农田，按每亩1000元的价
格流转给了合作社。平时在合作
社打工，帮忙除草、施肥；前段时
间，正赶上合作社种植的白芷丰
收，我就在田里帮忙收白芷，一天
能挣80元……一年下来收入万元
左右。”9月22日，记者在单县谢集
镇丁万庄村采访，村民丁诗义乐
呵呵地表示对土地流转后的收益
十分满意。

丁万庄以传统农业为，种植
模式单一，村里青壮年劳动力较
少，散户种植，土地利用率低，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集体和村
民“双增收”成为第一书记面临的
一道难题。为适应规模化、集约化
种植、经营模式，张凯胜带领村委
班子，到安徽亳州——— 全国最大
中药材交易中心考察对接，流转
土地100多亩，创办了农村经济股
份合作社，发展白芷种植产业。

从田地丈量，种子和肥料的
用料、耕地的深度，张凯胜都要跟
踪把关，一天两顿饭吃在田间地
头。2020年8月，白芷获得丰收，以
平均每公斤1 . 7元的价格被河南
等地收购商收购。而张凯胜却瘦
十几斤。“和他一起收白芷的外乡
人，都认不出他是从省里派来的
第一书记。”村民王桂荣说。

解民忧

带着真情抓脱贫

“从2019年4月，从张书记到
村后，丁万庄的孝善敬老饺子宴
就没有间断过，乡村春晚、免费
义诊、农机下乡……这样的活动
更是经常有。我们镇上数丁万庄
村群众的幸福指数最高。”谢集
镇宣传委员陈圣爽一句满含笑
意的话语背后，有着足够的“事
实支撑”。

七一、春节前夕，张凯胜在
村里开展慰问老党员和贫困户，
为他们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为
他们解读《主题教育应知应会答
题卡》，详细传达扶贫政策，打通
扶贫政策落实的最后一米。在后
方单位的支持下，举办“农机下
乡义诊”“健康山东，美好生活义
诊”“村干部及致富能手培训”

“帮助困难群众‘过暖冬 过好
年’”“乡村春晚”“孝善敬老饺子
宴饺子宴”等活动，盘活政策，用
活资金，修通了公路，新打了灌
溉水井，疏浚了村内河道沟渠，
建立了腰鼓文化队……打通了群
众心中的“堵点”，把国家的政策
红利实实在在接力传送到群众的
心坎上。

如今，腰包鼓起来的丁万庄
村民精气神提升了，心气越来越
顺，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张书记
不仅视野开阔，有思路有闯劲，更
是个扎实干事的实在人，他带领
我们走上了富裕幸福路！”村民房
凤莲道出了心中的感慨！

麒麟派出所
加强九小场所治安管理
本报巨野3月4日讯 (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翟纯雪
马丽娜)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
九小场所的管理，消除消防安
全隐患，巨野县公安局麒麟派
出所结合辖区治安实际，积极
强化措施，狠抓九小场所治安
管理。

一是强化日常检查。组织
警力对辖区九小场所进行全
面走访，认真梳理排查，对九
小场所的经营、消防情况进行
摸底，并按照规范对辖区九小
场所情况进行信息采集，在此
基础上，通过采取专管民警自
查和所领导抽查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集中检查，强化检查力
度，最大限度消除九小场所消
防安全隐患。

二是强化清理整顿。按照

“常抓不懈、定期整治”的原则，
落实专管民警工作制度，定期
组织专项清理整顿行动，把无
证经营、曾发生治安和刑事案
件的、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的重点场所、特种行业列为专
项整治重点，集中进行清理，坚
决消除管理盲区，确保九小场
所经营合法、有序。

三是强化宣传教育。通过
举办警民恳谈会、开展专题宣
传活动等形式，组织开展对九
小场所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的
培训，提高业主和从业人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和使用消防器材
技能。同时，与辖区九小场所负
责人签订《消防治安管理责任
状》，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提
高他们遵守管理法律法规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2600吨/年噻吩乙酸项目
项目单位：山东晨飞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化工产业园
项目概况：新建噻吩乙酸生产线及配套设

施。本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噻吩-2-乙酸2600
吨，聚羧酸减水剂6000吨。

项目投资：总投资30820万元。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晨飞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13853393838
电子邮箱：chenbohuagong@sina.com

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名称
环评单位：山东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 t t p s : / / p a n . b a i d u . c o m / s / 1 R 6 J -
OdLvmGEew4NTtJbkag，提取码uhko；公众意
见表网络链接：h t tp : //www.mee .gov . 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 .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电
子邮件(chenbohuagong@sina.com)等方式，发

表对山东晨飞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600吨/年
噻吩乙酸项目的看法。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山东晨飞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山东晨飞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600吨/年噻吩乙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郓城松堡王国不慎丢失由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郓城分公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一份，收据号:
5040801，开具时间:2017年9月21日，金额:1000元，大写：
壹千元整。此收据作为退款依据，现声明作废，后期有任
何纠纷和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郓城分公司
无关。

★菏泽市牡丹区娜杨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3717020101686)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宏鑫源运输有限公司鲁R0K17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092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顺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鲁RM0644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19885)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全斌运输有限公司鲁R822L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1504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程屯镇任垓村于2021年2月28号刻制的编
号为3717250048849的党支部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源丰节水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8日
之前刻制的编号为3717250007342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
作废。

★郓城县黄河富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21年2月28
日之前刻制的编号为371725NA000376X的行政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宝顺汽车维修服务部于2021年2月28日之
前使用印章声明作废。

★郓城县馨可图书音像店于2021年2月28日之前刻
制的编号为3717250058045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占东蔬菜批发门市部于2021年3月1日之前
刻制的编号为3717250078081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
废。

★郓城博恒印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1日之前刻制
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爱婴医院于2021年3月2日之前刻制的编号为
372925519655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惠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郓城于2021年3月2
号之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臻赢贸易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3日之前刻
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腾晨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3日之前
刻制的编号为3717250045676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
废。

★菏泽市牡丹区香雪米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3717020028194)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华福纺织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之前
刻制的编号为371725200028336的行政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代表章(杜代青)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广进纸管厂于2021年2月25日之前刻制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祥恒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3日之
前刻制的编号为3717250033365财务专用章、编号为
3717250033366法人代表章(刘忠营)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田育彤口腔诊所于2021年3月3日之前刻制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菏泽市牡丹区百年仓储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71702200008170-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郝长翔、刘秋莲，清算负
责人：郝长翔，联系电话：13012610738。请债权人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牡丹区审计局开展

“展审计风采，迎美好春天”

第二届摄影征集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郝建慧)
陌上花开好，奋斗正当时。牡

丹区审计局作为山东省文明单
位、菏泽市干事创业先进集体，
审计工作得到了省、市、区领导
的肯定和赞扬。

为进一步激发区审计局全
体干部职工“履职尽责，争创一
流”的工作干劲，为庆祝“三八”
国际妇女节111周年，经区审计
局党组研究决定，在职干部、职
工中开展“展审计风采，迎美好

春天”为主题的第二届摄影征
集活动。每位在职干部、职工提
供两张“履职尽责，争创一流”
审计工作照片、美好春天照片、
展示审计女性风采照片等。引
领审计女干部、职工听党话、跟
党走，奋力拼搏进取，实现人生
理想，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
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
奋斗者，勇立潮头建功立业，继
续在审计事业发展中发挥好

“半边天”作用。

工作中的张凯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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