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市卫生计生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确定

1144个个职职能能科科室室，，5533名名机机关关行行政政编编制制

本报菏泽1月7日讯(记者 张
建丽) 日前，菏泽市政府对赵晨光
等10名职工技术过硬、表现突出的
市民进行通报表彰。同时这十大技
术标兵将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

据了解，为加快菏泽高技能
人才培养，自去年5月中旬开始，
市总工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技术工种涉及小学教师教学、反
恐处突实战、养老护理员、卫生综
合监督执法、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食品药品稽查办案、输电线
路工、邮政储汇业务员、宽带经营
客户经理、矿井瓦斯检查工等共
十个方面。

比赛中，赵晨光等10名职工技
术过硬，表现突出。经研究，菏泽市
政府决定命名他们为“菏泽市十大
技术标兵”，并进行通报表彰，批准
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同时希望
受到命名表彰的技术标兵再接再
厉，争取更好成绩。号召全市广大
职工特别是一线工作者要以他们
为榜样，奋发有为，开拓创新。

附：菏泽市十大技术标兵名单
赵晨光 菏泽市实验小学教师
巩旭 菏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科员
庄丹丹 (女 ) 菏泽市社会福利院
养老护理员
张学军 菏泽市卫生局卫生监督
局医政监督科副科长
侯同彤 (女 ) 山东菏泽通达交通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吴明祥 菏泽市牡丹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班伟龙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菏
泽供电公司高级工
田贺 (女 ) 菏泽市牡丹区邮政局
马岭岗支局储汇营业员
张俊 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驻地网经理
赵洪彬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
赵楼煤矿瓦斯检查工

菏泽命名表彰
十大技术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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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ndo凌渡装备大解密
出众、犀利，成就车流中的

魅力所在；智慧、灵动，成为时代
的魅力宠儿。TA就是Lamando凌
渡，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期待
和关注，成为广州车展上最具
人气值的魅力车型之一!

凌渡拥有三款全新设计
的雷霆炫酷铝合金轮毂，浓
郁的运动气息在前卫的科技
感中被全新演绎。全面升级

的大尺寸高强度超广角双开
启天窗，开启面积比普通天
窗大40%，营造出崭新的空间
感，令人赞叹的五层钢化玻
璃厚达8 . 5mm，可以抵抗超
过2000N的冲击力，更可实现
良好的隔热保温效果。一键
启动功能，踩好刹车，长按启
动按钮即可启动车辆，让车
主尽情享受独特的科技魅

力。凌渡全新EA888 TSI发
动机，0-100km/h加速时间仅
为7 . 9秒！搭配的全新DSG七
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实现
更高的扭矩传递能力与更为
可靠的耐用保障。

这样一款融合前瞻奢适
与动力科技的Lamando凌渡
即将蓄势待发，披上魅力战
袍，让一切发生！(张虹)

中 国 大 地 保 险 公 司 菏 泽 中 心 支 公 司 保 单 号 为 ：
P D D K 2 0 1 4 3 7 0 1 1 4 2 7 0 0 0 0 3 2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发票 (号：
600037112600431156，车牌号：鲁RU855F)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6日，第五批“山东省国防教育
基地”揭牌仪式，在曹县鲁西南烈士
陵园举行。

据了解，近年来，曹县各相关部
门推动国防教育工作深入发展，投
资兴建和完善了一批具有国防教育
功能的场所基地，在普及加强国防
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10月下旬，曹
县“鲁西南烈士陵园”被确定为第五
批“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赵鲁亚 摄影报道

菏泽市生物医药产业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长孙爱军要求

发发展展高高端端高高效效成成品品药药为为主主攻攻方方向向
本报菏泽1月7日讯(记者

董梦婕) 1月6日，全市生物医
药产业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
议通报了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情况，要求更加注重产业创
新能力、企业主体培育、招商引
资等，力争到2015年，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6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

生物医药产业因节能环
保、科技含量高、投资回报率
高、产品生命周期长、发展前
景广阔，被公认为“永不衰落
的朝阳产业”，成为各地竞相
培育新的增长点、提升区域发
展实力的强大引擎。特别是在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形势
下，更是被各地作为转方式调

结构的重中之重，大力发展。
6日，菏泽市生物医药产业

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通报
了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
况，市开发区、高新区和鄄城
县分别汇报了本县区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情况。

据了解，2014年1-11月
份，全市114家规模以上生物
医药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61 . 5亿元、利税86 . 9亿元，其
中利润6 0 . 8亿元，分别增长
18 . 3%、23%和21 . 3%，分别高
于规模以上工业3个、11 . 2个
和11个百分点；累计上缴税金
13 . 5亿元，同比增长28 . 8%，高
于规模以上工业9 . 9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工业上缴税金

总量的16 . 1%。
会议上，市长孙爱军表

示，2014年以来，面对国内外
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各县区
和部门按照市领导小组部署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
生物医药产业保持了平稳健
康发展。只要坚定信心，加大
力度，保持好当前强劲的发展
势头，完全有能力实现“跨入
全国医药产业十强市、建成中
国北方医药城”目标。

孙爱军强调，招商引资是
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要继续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搭建
借助平台招商，全面提高招商
质量；要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
产业发展的第一位任务加快

推进；要大力实施研发创新，
设立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
金，重点支持研发创新，增加
企业发展后劲；要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以发展高端高效成品
药为主攻方向，引导支持企业
加快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实现
转型升级发展。

会议指出，2015年是菏泽生
物医药产业适应新常态发展的
关键之年，也是为“十三五”健
康发展打基础之年，作好今年
的工作意义重大。要突出科技
创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跟
踪服务，努力实现稳中求进的
目标。力争今年全市生物医药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00亿
元，同比增长20%以上。

本报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菏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菏泽市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确定了菏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菏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挂市中医药管理局牌子)机关行政编制53名，设14个职能科室，将市卫生局的职责、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划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取消计划生育技术鉴定职责，相关工作作由市
医学会或有关事业单位承担，将研究拟订全市人口发展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规定》明确，将市卫生局的
职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划入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放
的外国医疗团体来菏泽市短期行
医审批职责；承接原省卫生厅下
放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
卫生许可的行政审批职责；承接
原省卫生厅下放的社会资本(不
含外资)举办的各类三级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的行政审批职责；承
接原省卫生厅下放的医疗广告证

明核发的行政审批职责；承接原
省卫生厅下放的互联网医疗保健
信息服务审批的行政审批职责；
承接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
放的设区的市级及以下人民政府
举办的三级医疗机构设置行政审
批、执业登记和校验职责，以及上
述医疗机构医师执业注册职责。

同时，取消计划生育技术鉴定
职责，相关工作由市医学会或有关
事业单位承担；取消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职责；按照事业
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减少对所属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

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落实法人自
主权；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有关要求
需要取消、下放的其他职责。

此外，将研究拟订全市人口
发展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组织实施
药品法典职责划入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整合到一个
部门，暂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牵头负责，待国家和省明确主
管部门后，再作相应调整。

《规定》明确了菏泽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8项
职责，并根据职责下设14个
职能科室，包括办公室、人事
科、规划财务科、政策法规科
(挂审批服务科牌子)、医政
医管科(挂市卫生应急办公
室牌子 )、疾病预防控制科
(挂市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办
公室牌子)、药政科、基层卫
生和妇幼健康服务科、中医
药管理科、计划生育基层指
导科、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科
(挂性别比综合治理办公室

牌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科、科技宣传科、市干
部保健办公室。

在人员编制方面，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挂市
中医药管理局牌子)机关行
政编制53名，配备主任1名、
副主任4名，市中医药管理局
专职副局长1名(副县级)，市
干部保健办公室主任1名(副
县级 )，科级领导职数 2 8名
(含市干部保健办公室副主
任和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职
数)。

划入7职责，划出3职责 设14个职能科室

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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