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有奖调查问卷抽奖结果公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今年我市启

动了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为提高规划
的可操作性，扩大公众参与度，使规划编制
过程成为聚民心、凝民意、集民智的过程,市
规划局组织开展有奖问卷调查活动，在菏泽
日报、牡丹晚报和市规划局网站分别刊登问
卷和回收地址、电子信箱。共收回有效调查
问卷1457份，其中书信问卷969份，电子邮件
488份。

按照《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总体
规划修编基础资料收集阶段工作方案》，从
信函和电子邮件中各抽取50名参与者进行
奖励，每人奖励100元。市规划局于8月31日下
午四点在市规划局四楼会议室组织了抽奖
活动。将调查问卷按照信函和电子邮件分成

两类，分别编号，输入电脑，随机抽取。邀请
市人大代表2人、市政协委员2人、市规划局1

人共5人，进行现场抽奖，每人从每类编号中
各抽取10名获奖人员编号，共抽取了获奖人
员100名。抽奖过程由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
证处人员进行了现场公证。

现将中奖人员信息进行公示，请中奖者
于10月8日—19日与菏泽市规划局联系领取
奖励100元，并请社会各界进行监督。中奖信
息同时在菏泽市规划局网站(www.hezeup.cn)

公布，请及时查询。
联系人：董女士 张女士
联系电话：5899807

菏泽市规划局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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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名单

夏 彦 李庆娟 王宝军 王程玉 蔡英杰

郭红丽 郝 蕊 马世忠 王建立 王宝军

赵玉茹 张永峰 李金柱 成 飞 王 燕

刘洪印 张凤珠 王 凯 马 慧 李 丹

张艳华 刘建伟 王亚安 郑和涛 史长才

唐 稳 牛长用 赵存国 朱燕云 张玉增

张建龙 郝 盛 樊耕云 武 斌 许 云

张 霞 赵凤娥 李法进 陈 琳 崔 莹

潘登来 魏海峰 晁 美 张国民 张洪歧

李继芳 张志朋 张 洋 张玉翔 徐长稳

书信中奖人员名单(50人)： 电子邮件中奖人员名单(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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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总体

规划修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为使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和总体规划修编成果更加切实可
行，更广泛地反映和听取社会各界
的意见和看法，近期我市通过《菏泽
日报》、《牡丹晚报》、《齐鲁晚报》和
市规划局网站、牡丹茶座等开展了

“有奖问卷调查”、“菏泽规划大家谈
有奖征文”活动。广大市民踊跃参
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为了巩固成果、扩大影响，使之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进一步促进该
项活动的深入、持久的有效开展，本
期选载21人所提有代表性的意见和
建议摘要如下：

李良品(山东省济宁市政协、市
中级人民法院)：

1、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
才。要大力提高思想认识，重视人才；
要积极广开门路，培养人才；要建立
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2、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尤其是
注重发展煤炭工业。要积蓄力量，逐
步成立自己的矿业集团，采取国有、
股份等多元化经营方式，打造煤化
工及相关产业的航空母舰。

3、关心民生，关心教育，建立健
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4、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浮
夸，坚决不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吴庆刚(山东省林业局)：

在城镇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坚
持生态文明的理念，围绕环境优美
定居，人与自然和谐和建设幸福菏
泽的目标，规划出足够空间，特别是
集中连片的城市森林绿地。
年言林(广州市海军兵种指挥学院)：

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要
站高望远，始终坚持“总体筹划布
局，区域特色发展，集成规模经济，
品牌优势互补”之地域特色。
陈怀今(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菏泽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功
在当今，利在久远。要立足菏泽实
际，美化城市环境，吸引各地人才，
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模式。
连建家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规划计划部)：

菏泽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丰富，发展前景极为广阔。建议做好
以石油加工炼制为重要产业支柱的
城市规划；做好以天然气为原料和
燃料的产业规划。
杨伟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1、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立足
资源优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植品牌农业，
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

2、重点发展石油和煤炭化工产
业,开展深层次的化工研发项目。

3、大力培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和
高端机电制造等领域给予优先扶持
和发展。

4、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和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5、积极开发旅游资源和推广地
方特产。

6、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科技的
重视。加快实施“人才”战略，积极吸
引人才和引进智力。
沙玉申(国家人口计生委科研所)：

1、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以挖掘
特殊的牡丹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为
重点，大力开发和综合利用各种社
会与民俗资源，合理配置旅游结构
和产业体系。

2、招商引资，大造舆论。利用报
纸和网络等主流媒体，积极扩大宣
传效果，吸引外资到菏兴办企业。

3、发展绿色农业经济，使之形
成规模。

4、积极学习先进地市成熟的经
验。要合理吸收其经验和做法，结合
实际，充分发挥菏泽独特的区位优
势和资源优势。

5、制定长远规划。要用战略的
眼光、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城市规划
和发展，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积
极推进，稳步发展，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韩兴斌(上海松花药业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和发展，要始终坚持
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慎
重运作。任何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
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础为其做重
要支撑，要根据市情、民情、社情之
实情，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不搞盲
目扩张。
李太祥(国电甘肃电力有限公司)：

1、规划城区地铁交通系统，或
者为远期建设地铁预留条件。

2、建议对主干道交叉路口的立
交桥建设预留场地，放眼未来，留足
足够的发展空间；

3、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在各区
域住宅小区附近，适当安排公共绿
地，规划公园及文化、体育健身设
施，满足市民健身和娱乐需要，着力
提升城市居民生活的质量和品质。
黄金印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
院消防指挥系)：

1、充分利用黄河水资源，做好
水系规划。

2、工业项目引进要统筹规划，
尽可能发挥各县市的优势，发展特
色项目，努力做到一县一市一特色。
工业项目必须进工业园区，坚决杜
绝污染企业落地生根。

3、发展生态环保农业，构筑生
产、销售、运输网络形成规模经营。

4、城市规划是事关城市发展的
全局性、基础性之工作，意义重大，
影响久远，建议邀请全国知名高校、
规划设计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精
心调研，充分论证。
刘玉兰 (国家科学技术部重大专项
办公室)：

1、城市的发展要科学发展，要
可持续发展，要绿色要环保，要适宜
人类居住。

2、把菏泽牡丹这个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保护好，立足生态环境，旅
游设施的保护和建设。要给开发区、
医药城留够足够的发展空间。

3、依靠科技手段，把生活污水、
垃圾进行科学处理。
冯文先(青海省国家安全厅)：

1、可进一步放宽“农转非”户籍
政策，加快城镇化进程。

2、菏泽市区东西距离较长，南
北较短，可“南展北伸”，将现有定陶
改为“定陶区”，以拓展城市框架，提
升菏泽城市品位。

3、应进一步加强菏泽基础建
设。菏泽公路、铁路较发达，但无机
场，制约了菏泽发展，应申请立项建
设“菏泽牡丹机场”。

4、积极加强与国内外菏泽籍名
人的联络与沟通，适时邀请他们来
家乡视察、观摩、交流，要加以合理
利用和综合开发。
张学常(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以中华路为东西中轴线，以
石人街--火车南站向南延伸过万
福河为南北中轴线，万福河为城
南水上公园，赵王河为城中水上
公园。政府办公和市民居住集中
在北至中华路，南至万福河，东至
火车东站，西至西环城路之间。高
新技术工业区分别向东、西、南、
北城拓展，再打造一个街街相通，
公园相连，水面成片的水上新菏
泽城。

要发挥好菏泽的水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好菏泽的水资源。黄河、万
福河、赵王河等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肖培树(山东省老龄办)：

1、着力打破城区交通瓶颈，尽
快打通丹阳路与菏泽东区的连接，
加快发展开发区。

2、做好赵王河公园的文章，北
延南拓，做好赵王河公园及西侧规
划，借鉴临沂沂河城市规划建设经
验，加快赵王河西侧规划建设，建成
一定规模的城市湿地公园。

3、做好城区道路绿化，美化城
市。要对城区主要干道进行绿化、美
化，就地选用本地适宜树种，尽量凸
显本地绿化特色，逐步把主城区干
道建设成生意盎然的绿色长廊。

4、东西两个城市开发区城市建
设一定要高标准建设，高起点规划。
要注重局部发展与全局发展的协调
关系，同步发展，共同提高。
姜合作(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院长)：

1、让陶朱公、西施重现春秋；把
吕后复活再现；给水浒搭台。利用丰
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景点
规划建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戏曲
文化造势等多途径、多渠道，凸显菏
泽的历史文化遗韵。

2、把牡丹花养大做艳，更加
国色天香，让黄河水溢满曹州古
城。要继续做好牡丹搭台、经济唱
戏大文章，吸引四海宾客来菏旅
游观光，吸引企业来菏落户发展；
要继续引流黄河水补满足城市生
活和发展用水，持续引流，提供充
足的水资源。

3、重建四城，重现古城，市内以
各县命名，商业特色点缀。要通过对
历史古城四门的恢复重建，彰显曹
州古城的历史面貌和古典神韵。
李现坤(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1、应重视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工作，规划建设必要的储水库区
和覆盖城乡供水明渠，保证工业、农
业、生活、绿化和景观等城市用水需
要。储水库区和供水明渠建设应与
植树造林工程相结合，在保证其使
用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独具地
方特色的自然景观，焕发“天然古
泽”的现代魅力。

2、林区建设采用分类管理模
式，重视生态林和景观林的规划和
建设。生态林和景观林规划可以与
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库区绿化、湿
地绿化、水利工程等相结合，加强日
常管理，防止乱砍乱伐，逐步形成

“中国平原森林城市”形象的维护机
制。

3、城市规划可以突出水、树和
牡丹三个基本要素，进一步强化菏
泽的“牡丹之都”、“森林城市”的形
象，体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4、结合村村通公路工程进一步
加强道路规划工作，道路规划最好
与供水网和生态景观林建设相结
合，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形成独
特的自然景观。

5、农业方面克服以粮食为主的
单一生产模式，重视推广和发展高
科技农产品种植、地方特色农产品
种植、反季节农产品种植和地方特
色养殖业等，提供农产品科技含量
和附加值。工业方面吸取以牺牲环
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工业发展模式的
教训，注重发展高科技工业和现在
农副产品精细加工业。同时应大力
发展现代物流业。
李天生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规划计划部)：

1、把握好城市发展战略的全局
性、长期性，合理确定好城市今后一
个时期的发展的基本性质、位置和
方向。

2、深入分析当地的优劣势，面
向未来的市场治理的发展战略应有
前瞻性，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

3、坚持产业强市，体现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重视。要着力加快“五
大基地”建设和“一大产业”发展。
刘连昌(甘肃省兰州市武装部部长)：

1、精心打造“牡丹之都”。要充
分利用菏泽牡丹这一独特品牌，把

牡丹产业做大、做强，把城市建在花
园之中，打造花如海、水长流独具地
方特色的“牡丹之城”。

2、合理开发黄河古道。要把黄
河古道的综合开发作为新的经济增
长极来规划，充分利用黄河古道的
天然优势，规划建设绿色观光农业
带，大力发展“绿色种植、绿色养殖、
绿色加工”为主的绿色经济，打造一
流的绿色产业带。
霍正气(中共山东省干部局)：

1、菏泽城市总体规划主要体现
特色，如中华牡丹城，平原森林城
等，一定要超前，意识超前、规划超
前、标准超前。

2、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3、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打造宜

居城市，尽量留出绿地、活动空间
来，尤其是要注意消除某些开发商
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提高容积率的
不良倾向。
陈建玉(新华社老干部局)：

1、城市发展一定要处理好发展
与环保的关系，这一点尤为重要。

2、城市发展一定要处理好保护
与发展的关系，菏泽东门里原有的
教堂，建议保留，拆了可惜，再者冉
祠也应注意加强保护。

3、解决好城市交通问题，菏泽
发展要未雨绸缪，立足长远，着眼未
来。
王灿光(第二炮兵装备部总顾问、少将)

1、进一步转变观念，对菏泽的
发展多看多抓有利因素，抢抓发展
机遇，开拓创新，狠抓基础、扎实推
进。

2、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菏泽境
内的油、煤、水及牡丹都可以在现有
基础上再做大、做好文章。

3、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更多
的了解菏泽，积极引进外资，加大优
惠政策，使投资人在菏泽发展有安
全感，有绩效感。

4、要树立紧密扣紧菏泽实际，
扎实推进，合理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为其今后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朱坤玉(陕西省军区装备修理所)：

1、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有利于
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

2、文化战略：立足我省文化强
省利好政策，打造文化菏泽、书香菏
泽，修建市图书馆以及社区书屋并
将大学、中学图书馆部分开放。

3、进行合理化的城市建设：
长期坚持，合理规划；避免重复不
合理建设；进行旧区改造；向规划
建设合理的城市学习；合理改造，
文明改造。杜绝任何过激事件发
生。

4、合理发展、绿色发展，坚决避
免重污染低产能企业进入我市。

5、大力发展旅游业，做好配套
设施建设，打造文化旅游线路，并将
之纳入山东省儒道文化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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