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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市市委委召召开开全全市市领领导导干干部部大大会会
宣布省委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职务变动决定

本报菏泽1月14日讯(记者
董梦婕 ) 2015年春节正向

市民“款款走来”。14日，记者从
菏泽市商务局获悉，该局正积
极组织调运、增加销售网点、加
强市场监管和信息监测，保证
春节期间蔬菜货足价稳。

为保证蔬菜货源充足，该局
已积极组织调运，加强产销衔
接。组织和引导地方和骨干企业
加大粮油、肉禽蛋以及蔬菜等货
源组织力度，有序增加商品投放
量，指导大型流通企业、运销大

户等做好与生产企业的产销对
接。推动构建以农批对接为主
体，以农超对接为方向，以直供
直销为补充，以电子商务为探索
的产销衔接体系。

该局还增加蔬菜销售网
点，降低流通成本。建设和改造
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贸市场、便民菜市
场、社区菜店、平价商店等流通
设施网点。进一步规范农副产
品流通环节的各项收费，在重
要节假日和菜价大幅上涨期间
要积极协调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等减免进场费、摊位
费，充分发挥便民菜市场、社区

菜店、平价商店作用。
该局还完善生活必需品异

常波动工作预案，及时告知批
发零售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
场，确保应急时调得动、用得
上。加强与应急商品数据库企
业联系，核实应急商品产、销、
存情况。加强蔬菜生产种植、市
场及价格信息的动态监测，做
好趋势分析和预测预警。对蔬
菜等农产品市场出现的异常波
动，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对全市大型农贸市场进行
安全大检查，确保恶劣天气正常
运转。加大市场监管力度，重点
查处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等哄抬价格的行为，防止跟风涨
价。有针对性地开展价格执法检
查，维护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

进一步加强蔬菜生产种植、
市场及价格信息的动态监测，做
好趋势分析和预测预警，及时发
布蔬菜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积
极引导蔬菜生产和流通。强化市
场整顿，严防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等行为
发生。充分利用网站、报纸、广
播、电视新闻媒体等多种途径，
广泛宣传价格法律法规政策，倡
导价格诚信，规范经营者价格行
为。加强舆情引导，客观分析价
格上涨原因，稳定市场预期。

2014年

菏泽木制品出口

量价齐增

本报菏泽1月14日讯(记者
董梦婕) 14日上午，菏泽机

场选址评审会召开，专家听取
了设计单位关于菏泽机场选
址、飞行程序设计以及飞机性
能分析情况汇报，并对菏泽机
场选址比选方案进行分析和研
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12日到13日，国家民航局组
织专家评审组先后到菏泽市定
陶孟海场址、定陶张湾场址、牡
丹区胡集场址三个机场预选地
址现场踏勘，14日上午召开菏泽
民用机场选址评审会议，国家民
航总局专家组和省发改委、省民
航局、济南军区空军以及市有关
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评审。

在山东菏泽机场选址报告
汇报上显示，机场址首先应确保
地质结构的稳定性，同时空域条
件也应可行，综合各方面因素，
推荐定陶孟海场址为首选场址。

评审会上，专家听取了设
计单位关于菏泽机场选址、飞
行程序设计以及飞机性能分析
情况汇报，并根据地质条件、水

文条件、净空条件以及障碍物
等技术参数,对菏泽机场选址
比选方案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
究。经过比选，专家原则同意设
计单位编制的机场选址报告,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机场建设是百年大计，专家
组建议菏泽认真做好机场前期
建设的审批、管理、技术等工作，
加强对场址的保护，统筹城市规

划，统筹完善配套设施，尽快启
动机场建设，让机场早日投入运
营。要求设计单位要充分考虑机
场选址与全国机场布局的协调
发展，采取最优化最节省的机场
场址技术设计与处理，高标准严
要求完成选址规划，使机场选址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专家们还表示，希望设计单
位继续完善菏泽机场选址方案，

对几个选址作进一步比选分析
和论证，将工作做细做实。同时，
希望菏泽市委、市政府继续加快
推进机场项目前期工作。

据了解，菏泽机场的性质
定性为民用支线机场，机场近
期飞行区指标为4C，可满足年
旅客吞吐量约100万人次的需
求，并在工作区内规划相应的
附属设施。

菏菏泽泽机机场场选选址址评评审审会会召召开开
专家原则同意推荐定陶孟海场址为首选场址,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本报菏泽1月14日讯(记者
张建丽 邓兴宇) 14日下午，菏
泽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宣布省委关于菏泽市委主要领
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孙爱军主持
会议。受省委委派，省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胡文容出席会议并
宣布省委决定：于晓明同志不再
兼任中共菏泽市委书记、常委、
委员和市委党校校长职务，孙爱
军同志任中共菏泽市委书记兼
市委党校校长，提名为菏泽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名解维
俊同志为菏泽市市长候选人。

于晓明表示坚决拥护省委
决定，他说，省委决定充分体现
了省委对菏泽发展的高度重视，
对菏泽工作的充分肯定，对菏泽
干部的关心厚爱。爱军和维俊同
志素质高、能力强，由他们接任
党政主职，顺应了民心期盼，顺

应了菏泽发展需要。相信有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菏泽
干部群众的坚定支持，爱军、维
俊同志一定能够继往开来，续写
菏泽改革发展新篇章。

于晓明说，近两年来，市几
大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围绕主题主线，理清发展思
路，求真务实，积极作为，工作指
导实现重大转变，富民兴菏“八
大战略”得到全面实施，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顺利收官，
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健康发
展，大气污染防治、教育事业发
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工
作取得重大突破，干部群众的精
神面貌明显改观。

于晓明深情地说，在菏泽工
作的这段时间，他由衷感谢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深切关怀，真
诚感谢全市广大干部的鼎力支

持和菏泽人民的倾情奉献。在菏
泽工作的这段时间，他深深植根
于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不敢虚
度光阴，牢记组织和人民的重
托，坚持求真务实，崇尚实干，不
办任何对不起组织和群众的事，
时刻以推动菏泽发展为己任。我
一定继续践行“办菏泽事、当菏
泽人”的人生信条，无论今后走
到哪里，无论工作在什么岗位
上，他都将深怀感恩之心，一如
既往地关注支持菏泽的发展。

孙爱军在讲话中表示，完全
赞同、衷心拥护省委决定。他表
示，回首在菏泽工作的四年如晦
岁月，身心已完全融入这片古老
的热土；展望令人憧憬的未来发
展，一定牢记习总书记视察菏泽
时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自觉
对照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变压力
为动力，视岗位为责任，牢记使
命、不负重托，担起自己的责任，
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创
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检验
的政绩。

孙爱军表示，发展就像接力
赛跑，发展上去需要接好每一
棒，跑好每一步。目前，推动菏泽
早日改变落后面貌、实现习总书

记“后来居上”要求的“接力棒”，
传到了他与维俊同志手上，我们
一定明责、担责、履责、尽责，尽
己所能跑好这一棒。今后他一定
带头做到政治坚定，进一步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确保
全市经济社会始终沿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带头做到为民服务，
满腔热情地做好民生工作，把人
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带头
做到勤政务实，一张蓝图绘到
底，努力在上任市委班子打下的
良好基础上，创造出经得起检验
的政绩；带头做到敢于担当，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以上率下、带
头实干，汇聚推动科学发展、实
现后来居上的强大合力；带头做
到清正廉洁，依法用权、秉公办
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环境。

孙爱军最后表示，他一定倍
加珍惜组织上的厚爱和培养，倍
加珍惜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对他
的信赖和支持，清白做人、干净
做事，崇尚实干、务求实效，力争
向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
一份合格的答卷！

解维俊在讲话中表示完全
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他表

示，省委提名他为市长候选人，
既是对他的充分信任，也是对他
的极大鞭策和鼓励，他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
中，他一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踏实做好各项工作；一定政治上
严格要求自己，尽心竭力维护
好、发展好全市安定团结的大好
局面；一定全身心推动工作落
实，以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一
定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理念，努力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
一定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确保
各项权力在法治框架下运行；一
定严格做到廉洁从政，牢牢守住
廉洁从政的底线不动摇；一定牢
记使命，多尽心，多尽力，多配
合，多支持，努力把工作干好，以
实际行动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
重托。

市委常委，市人大副主任，
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主席、副
主席；菏泽军分区司令员；市法
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政
府、市政协秘书长；市纪委副书
记；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各县
区委书记、县区长；市直各部门、
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于晓明同志不再兼任中共菏泽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和市委党校校长职务，孙爱军同志任中共菏泽市委书记兼
市委党校校长，提名为菏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提
名解维俊同志为菏泽市市长候选人

本报菏泽1月14日讯(记者
董梦婕) 13日，记者从菏泽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获悉，2014年共检
验出口木制品 1 8 4 6 3批，货值
57499 . 3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8 . 43%和37 . 21%，近几年来首次
出现量价齐增。

菏泽是山东省主要木制品出
口基地之一，木制品出口对带动
地方外经贸增长，老百姓增收有
着重要的意义。但近几年来受经
济危机、周边原料枯竭、劳动力后
继乏人等因素影响，出口量不断
萎缩。

对此，菏泽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加强对国外法律法规研究，助
企业破解技术贸易壁垒。向企业
讲解国外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
避免被国外通报退运的方法等，
竭尽所能使其对辖区外经贸影响
降到最低。

2014年全市共签发原产地证
书16222份，同比增长11 . 47%；帮
助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1849万美
元，同比增长19 . 34%。提醒企业关
注汇率变化，拓宽出口渠道和提
高出口赢利能力。

深入推广诚信管理系统，对
进出口企业信用信息采集、记录、
处理、使用和公开，建立企业质量
信用管理档案。将企业信用管理
与企业分类管理有机结合，增强
企业诚信经营意识、提高产品质
量意识。加大企业失信成本，引导
企业建立守法经营、讲诚实、守信
用的国际贸易经营理念。

加强产销衔接、增加销售网点、完善生活必需品异常波动工作预案

菏菏泽泽力力保保春春节节蔬蔬菜菜货货足足价价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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