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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重点

第十一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99月月1199日日--2222日日在在菏菏泽泽林林展展馆馆举举行行

本报菏泽4月20日讯(记者 姚
楠 通讯员 魏然) 日前，记者从
菏泽市重点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了解到，菏泽市目前在建的德商高
速菏泽至鄄城段、东明黄河公路大
桥正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按既
定计划实现通车，其中德商高速预
计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

德商高速菏泽至鄄城段全长
43 . 2公里。截至目前，地基处理和
桩基工程除跨京九铁路特大桥主
桥的8要桩基外，已全部完成；路基
填筑累计完成585万方，占总量的
85%；桥涵工程完成总量的76%。预
计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

东明黄河公路大桥全长23 . 5
公里，是连接山东、河南两省高速
公路网的关键工程。截至目前，项
目全线累计完成投资9 . 37亿元，软
基处理完成碎石桩97 . 8万延米，占
总量的80%；路基填筑完成57 . 8万
方，占总量的27 . 5%；钻孔桩完成
1445根，占总量的63%；涵洞基础换
填及混凝土浇筑完成总量的46%；
承台浇筑3个，占总量的2 . 1%。预计
全部工程2015年完工。

德商高速公路是山东省高等
级公路网规划“五纵连四横、一环
绕山东”中最西端的“一纵”，也是

“一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
成后，不仅能促进我市与华北、华
中各省的经济及文化交流，更好地
发挥菏泽的地理优势及区位优势，
德商高速菏泽至鲁豫界已建成通
车，是济广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东明黄河公路大桥项目跨越
鲁豫两省交界的黄河，东接菏东高
速，西接长垣至济源高速，是连接
山东、河南两省高速公路网的关键
工程，建成后将成为G3511菏泽至
宝鸡的国家级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德商高速预计

年底前可通车

本报菏泽4月20日讯(记者
董梦婕) 17日上午，第十一

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新闻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将
于9月19日到22日在中国(菏
泽)林展馆举办。围绕“发展安
全林产品，创造美好新生活”
主题，突出生态林业、民生林
业两大板块。

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创办
于2003年春季，由国家林业局
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是全
国第一个具有行业代表意义
的国家级林业展会。2003年举
办了一届区域性的林交会，
2004年升格为国家级林业展
会，确定以中国（菏泽）林展馆
作为常设会址，每年9月19日
定期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
了十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吸
引了资信良好、实力雄厚的四
千多家林业企业、贸易商、大
学院校、科研机构参展，是中
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林业
贸易盛会之一。

第十一届中国林产品交
易会将于9月19日-22日在中
国（菏泽）林展馆如期举行。本
届林交会将围绕“发展安全林
产品，创造美好新生活”一个
主题，突出生态林业、民生林
业两大板块，彰显专业化、市
场化、安全化三大特色。

菏泽市常务副市长段伯
汉介绍，林交会的成功举办，
促 进 了 菏 泽 林 业 的 快 速 发
展，使菏泽成为全国平原地

区最大的林产品生产、加工
和出口基地。油用牡丹种植
面积达到46万亩，牡丹产业
化基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有林地面积550万亩，森林覆
盖 率 3 3 . 6 % ，林 木 蓄 积 量
2821万立方米。规模以上林
产品加工企业达到618家，形
成了板材、木质工艺品、家具
三大产业集群，从业人员达
到 1 0 0多万人，2 0 1 3年木材
加工量达到2210万立方米，
实现产值527亿元，创汇5 . 2
亿美元，形成了种植、加工、
销售、出口于一体的良性发

展格局，促进了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和环境改善。

据了解，本届林交会设置
了家具、建材、工艺品、种苗花
卉、森林食品和精品展区，展
位总规模800个。除传统的看
样贸易外，还有多种形式的经
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竭力为参
展商、投资商、贸易商提供一
个合作发展的优质平台。林交
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林产
品交易会未来十年新启程”、

“2014(秋季)中国菏泽投资贸
易洽谈会”、“第十一届中国林
产 品 交 易 会 特 别 贡 献 奖 评

奖”、“第十一届中国林产品交
易会参展产品评奖”、“菏泽第
三届盆景奇石根雕艺术展”等
相关活动。

“大力发展林业会展经
济，对提高我国林产品影响
力，活跃全国林产品市场，促
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林农
增收致富具有重要作用。”国
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
理司副司长孙建表示，展会的
举办在提高林产品质量等方
面也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带动
地方经济增长，促进林业产业
做大做强。

本报菏泽4月20日讯(记者 赵
念东 通讯员 孙明金) 17日，牡
丹区安监局对大黄集、王浩屯乡镇
的12家涉氨制冷企业进行了集中检
查，现场发现多处安全隐患。为此，
牡丹区实行涉氨隐患告知制度，明
确具体责任人，对易引发事故的重
点部位和重点环节全程监控，严防
各类意外事故发生。

据牡丹区安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检查中，牡丹区多家涉氨制冷企
业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
用电设施管理不善、照明灯具不防
爆、制冷机房未配备淋洗设施等应
急救援设施、冷库大门不符合安全
要求、未按要求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活动，尤其是人员疏散演练、未依法
进行安全评价、未按规定存缴安全
生产风险抵押金或者参加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等方面

目前，区安监局执法人员已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分别下
达了整改指令，责令相关企业限期
整改。

据了解，为促使地方政府认真
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牡
丹区政府安委会对相关乡镇分别下
达了《安全隐患告知函》，要求相关
乡镇从“政治”和“发展”的高度出
发，督促相关企业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部署，
分管人员要靠上抓落实，尽快制定
切实可行的隐患整改计划，明确具
体责任人，认真落实各项隐患整改
措施，确保按期整改到位。”牡丹区
安监局副局长侯显军说，隐患整改
期间，镇政府要指定专人负责，对易
引发事故的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严
盯死守，全程监控，严防各类意外事
故发生。

牡丹区实行

涉氨隐患告知制度

本报菏泽4月20日讯(记者
袁慧 董梦婕) 历时三天，

2014(春季)中国菏泽投资环
境说明会于20日下午圆满结
束。本届投洽会成功吸引800
余名中外客商，在投洽会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上，成功揽下
24个项目大单。

1 8 日上午，在 2 0 1 4 ( 春
季)中国菏泽投资环境说明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上，集中签约
项 目 2 4 个 ，其 中 外 资 项 目 4
个，总投资2 . 76亿美元，合同
外资 2 . 4 5亿美元；内资项目

20个，总投资164 . 6亿元人民
币。项目涉及能源化工、机械
电子、医药卫生、商贸物流、
食品加工等行业。

在随后的短短几天里，通过
洽谈又达成了多项投资意向。日
本埼玉工业大学副校长巨东英
一行，先后到菏泽开发区、菏泽
高新区的金正大、玉皇化工、步
长制药、华盛荣镁合金进行了考
察，并与华盛荣镁合金公司达成
了初步合作协议。

日本大同化成株式会社
社长香西阳征一行，分别到定

陶县五洲医疗器械、艺达家
纺，以及鄄城县新华发制品等
企业进行了考察，并与五洲医
疗器械公司达成了初步协议，
下步准备在菏设立工厂，进行
产业转移。达尔凯能源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陈敏一行，考察了
菏泽开发区玉皇化工，并与玉
皇化工初步达成了热力供气
合作意向。日本三井物产株式
会社青岛公司总经理松浦伸
史一行，考察了菏泽开发区、
菏泽高新区，并就与菏泽建立
友好城市达成了初步意向。

“投洽会之前，各县区各
单位有针对性地主动开展客
商邀请活动，并针对重点国
家、地区和行业，精心策划了
300个优势特色项目，安排了
一系列推介洽谈活动，洽谈深
入活跃，签约成果丰硕。”菏
泽市政府副市长刘国生说，中
国菏泽投资贸易洽谈会已连
续举办二十三届，已成为山东
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
发展高地、推进西部经济隆起
带发展战略重要的投资贸易
合作交流平台。

20日下午，2014(春季)中国菏泽投资环境说明会圆满结束

2244个个项项目目签签约约落落户户菏菏泽泽

本报菏泽4月20日讯(记者
李德领) 20日，记者从菏泽

市卫生局获悉，今年将着力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抓好临床路
径管理，到2015年，三级综合医
院不少于15个专业60个病种开
展临床路径，二级综合医院不
少于10个专业40个病种实施。

“临床路径指针对某一疾
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
治疗程序，能够起到规范医疗

行为，减少变异，降低成本，提
高质量的作用。”菏泽某医院工
作人员说，除了让患者放心就
医，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
者看病贵的现状。临床路径管
理是规范医疗行为的重要手
段，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
求。

据了解，到2015年底，菏泽
三级综合医院不少于15个专业
60个病种开展临床路径管理，

至少包括心血管介入、神经血
管介入、骨关节植入治疗和肿
瘤性疾病等病种；二级综合医
院不少于10个专业40个病种实
施临床路径管理，至少包括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骨科、肿
瘤科等重要病种，各医院对于
符合进入临床路径标准的病
例，其入组率不得低于50%，入
组后完成率不得低于70%。

据悉，医疗服务和医疗质

量是医疗管理工作的重点，市
卫生局抓好惠民便民服务，继
续深入“三好一满意”活动，
落实好“先诊疗后付费”服务
模式形成长效机制，确保到
2015年菏泽建成120家“人民
满意医院”。将继续开展“优
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继续
扩大优质护理服务覆盖面，丰
富护理服务内涵，深化优质护
理服务。

2015年，三级医院不少于15个专业开展临床路径

6600个个病病种种有有标标准准治治疗疗模模式式

新闻发布会现场共有50多家媒体参加。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

今年5月起至11月，国家
林业局将分别与江西、黑龙
江、山东、广西、浙江、福建等
六省区政府联合主办六个以
林产品交易为主的国家级林
业重点展会。

六个国家级林业重点展
会既有专业展会又有综合展
会，分别是5月28日在江西赣
州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赣州)

家具产业博览会，8月26日在
黑龙江伊春举办的第三届中

国(伊春)国际森林产品博览
会，9月19日在山东菏泽举办
的第十一届中国林产品交易
会，9月2 7日在广西南宁举
办的第十一届中国——— 东
盟博览会林产品及木制品

展，1 1月1日在浙江义乌举
办的第七届中国义乌国际
森林产品博览会，1 1月6日
在福建三明举办的第十届
海峡两岸林业博览会暨投
资贸易洽谈会。

延伸阅读———

5月起，六大林业展会陆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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