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末菏泽天气晴暖，牡丹园迎来游园小高峰

这这周周末末，，徜徜徉徉在在牡牡丹丹花花海海不不是是梦梦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者 李
贺 通讯员 姚叶) 12日，由菏泽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发展牡丹产业促
进国民脑健康座谈会召开，来自国
家公众营养改善办公室、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营养指导工作委员会和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议牡丹成分
对国民脑健康的改善。

“α-亚麻酸是构成人体脑细胞
和神经的重要成分，是人体不可缺
少的自身不能合成又不能替代的多
不饱和脂肪酸。”解放军306医院主
任营养师李淑媛说，α-亚麻酸对于
孕妇、胎儿及婴幼儿、青少年的影响
主要是促进脑神经、视神经的发育，
增强记忆力；可预防中老年人老年
性痴呆。

在当前我国希望增强“脑健康”
的人群和“脑不健康”的人群均很庞
大，涉及各年龄层。牡丹籽油中α-亚
麻酸含量高达42%，是“液体黄金”
橄榄油的60倍。所以，发展牡丹产业
对于促进国民脑健康意义重大。

据了解，目前，牡丹产业作为一
个新兴产业，在菏泽已走上了产业
化发展的道路，以尧舜牡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为首的一批龙头企业，
在生物医药、日用化工、营养保健等
多个领域有所突破，α-亚麻酸系列
产品的研发，也将推动菏泽牡丹产
业、国际化发展。

发展牡丹产业

促进国民脑健康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者 张建丽
实习生 吴鹏) 上个周末天气晴朗，

比较暖和，菏泽景区尤其是牡丹园迎来
了游园的小高峰。曹州牡丹园、盛华牡丹
园等园内的游客熙熙攘攘，工作人员介
绍比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更热闹。

11日，在曹州牡丹园附近，记者看
到停放着很多旅游大巴车。有的来自
枣庄，有的来自泰安，有的来自济南，
还有不少来自河南、安徽等外省市的
旅游大巴。曹州牡丹园门口负责维持
秩序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早7点多钟
就开始忙活。“这个周末天很架势，挺
暖和，外地旅行社来了挺多。”

曹州牡丹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里由于下雨天
冷，更多的游客集中在了这个暖和的

周末来玩。园子里的皮影戏等文化娱
乐活动也开始正式上演，吸引了很多
游客驻足观看。另外，在百花园、古今
园门前也停放了不少游客车辆。

12日，在盛华牡丹园内，前去游玩
的市民扎堆在一片盛开的牡丹花旁拍
照。“这边离市区不远，空气也好，周末
带着老人孩子出来转转，全当踏青郊
游了。”菏泽市民高先生这样说。济南
的张先生拖家带口专门来菏泽看牡
丹，他说牡丹花很好看，就是看得不过
瘾，盛开的牡丹还不是很多，更多的是
花骨朵。

记者采访正在田间忙碌的花农了
解到，由于这段时间天气一直变化无
常，时不时来冷空气，延长了牡丹的花
期，最佳的盛开时间往后拖延，如果都
是周末这样晴朗天气的话，预计本周
末大部分可以盛开；如果再有天气变
化的话，可能还会稍微延迟。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者
姚楠 ) 12日，历时三天、由

菏泽市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主
办的菏泽第十二届住宅与房地
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据悉，期
间，共接待参观群众约10 . 9万
人次，网上住博会点击量达到
120万人次，现场提供政策咨询
5 . 2万人次；现场成交房屋168
套；意向购房1610余套，意向交
易额达到8 . 3亿元。业内人士表
示，4月份以来，伴随多重利好
政策的落地，菏泽楼市或迎来

交易量的提升。
本次住博会以“绿色、节

能、和谐、宜居”为主题。除了新
建精品楼盘展，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成果展外，本届住博会
还展出家装设计大赛优秀成果
和二手房展览等内容。

多重房市利好政策刺激
下，菏泽楼市开始回暖，住博会
现场，多家楼盘的置业顾问向
记者表示，进入4月份以来，楼
市成交量有所回升。

“有点类似于2009年的楼

市小阳春，但是由于目前存量
房比较大，加之政策落地到菏
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和2009
年还是有区别，客户比较理
性。”博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武志强说。

“进入4月份，能明显感到
楼盘销量有所上升，许多客户都
是奔着学区房来的。”中华世纪
城售楼中心销售人员证实了武
志强的说法，政策利好叠加效应
在学区房以及结婚买房这两类
刚需购房上表现比较明显。

此外，住博会上大多数开发
商越来越强调产品品质，多家开
发公司打起“文化牌”。“越来越
多的人意识到买房子不单单是
居住，而是要提升生活品质，我
们要做的就是要用精品项目引
领城市未来。”山东中北置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安忠勇介绍，他们
开发的“中北·新都心”项目中仿
照成都宽窄巷子，特意设计1500
米的古街，就是要做“望得见地
标、看得见古街、记得住老曹州
古韵乡愁”的项目。

菏泽第十二届住博会落下帷幕

进进入入四四月月楼楼市市回回暖暖迹迹象象明明显显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者
周千清 ) 日前，《菏泽市人

民政府关于做好社会救助工作
的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
制定出台，对2015年菏泽社会
救助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包
括要求市、县区建立跨部门社
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机制和信
息平台，十余个单位及金融机
构对已获得或申请获得社会救
助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真实性、
完整性进行核对等。

据菏泽市民政局救助科
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健全完善
菏泽市社会救助体制，《实施

意见》对社会救助工作提出了
总体要求。其中，就业救助制
度要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有
劳动能力的成员均处于失业
状态的，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确保该家庭至
少有1人就业。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
的成员，应当接受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介绍的工作；无正当理
由，连续3次拒绝接受介绍与
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相适
应工作的，县区民政部门应减
发或者停发其本人的最低生
活保障金。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求市、
县区建立跨部门社会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机制和信息平台。
市、县区民政部门根据社会救
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请
求、委托，通过婚姻登记、民
间 组 织 登 记 、户 籍 管 理 、财
政、税务、社会保险、不动产
登记、工商登记、住房公积金
管理、车船管理、农业农机等
单位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
融机构，对已获得或申请获得
社会救助的家庭的经济状况
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对，有
关单位和金融机构积极配合、

协助核对，并及时反馈核对结
果和信息。

在政策落实上，各级人民
政府将社会救助工作经费足
额纳入财政预算，确保人员报
酬、工作经费落到实处。乡镇
(街道)工作经费原则上根据辖
区人口，按照每年每万人2000
元核拨，困难群众救助服务车
辆运行费由乡镇财政承担。村
级民政协助员每月补助不低于
60元，根据考核情况，按季度发
放，并随物价水平的提高，适时
调整，所需资金由县、乡两级财
政解决。

《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出台

将将建建低低收收入入家家庭庭信信息息核核对对平平台台

C02 关注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崔如坤 组版：赵燕梅 今 日 菏 泽>>>>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者 李
德领) 1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世纪坛医院与菏泽市中医医院对
口协作签约，双方将在医疗、科研教
学工作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在未来
三年内，双方建立病人救治绿色通
道，让菏泽市民进京就诊更方便。

据悉，未来三年内，双方将建立
病人救治绿色通道，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为菏泽市中
医医院转诊的在京医疗机构；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重点帮
助菏泽市中医医院扶持中医内科、中
医西医结合科、心内科、肿瘤及普外
等相关科室，并采取多种形式派出相
关人员指导市中医医院开展工作。

在科研教学工作方面，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为市
中医医院医务人员的进修培训基
地，每年有限接受市中医医院选派
的医师、护士、管理人员进修学习。
同时，配合市中医医院进修带教、科
研、科普讲座。

菏泽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郝敬忠说，北京世纪坛医院学科
齐全、历史悠久，两家医院的合作必
定会让市中医院在内涵建设、医院
管理方面迈上新台阶。

有了“绿色通道”

方便市民进京就诊

20万株郁金香、900种牡丹……满园春色关不住

关关注注微微信信领领中中国国牡牡丹丹园园票票喽喽
本报菏泽4月12日讯(记者

李贺) 这里有20万株娇艳的郁
金香，这里有900种华贵的牡丹，
满园春色定能让你流连忘返。为
回馈广大微友，齐鲁晚报·今日
菏泽特联合中国牡丹园向广大
微友赠送5000张中国牡丹园观
赏券。关注齐鲁晚报·今日菏泽
官方微信“牡丹传媒”、并将此微
信内容转发至朋友圈的微友可
领取观赏券一张，限一人一票，
13日9时开始发放，领完为止。

“这些郁金香真漂亮。”12
日，在中国牡丹园内，一些市民
在盛开的郁金香前忍不住拍照
留念。虽然中国牡丹园建设仍未
结束，还是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
而来。亭台楼阁，小河流淌，让人
流连忘返。

据了解，中国牡丹园占地
1200亩，计划投资6 . 2亿元，位于
牡丹办事处大郭集村，北靠220
国道，东临京九铁路。目前园内
已栽植牡丹品种900多个，其中
生长20年以上的牡丹5000多株，
百年以上的100多株;栽植5年以
上的稀有芍药品种300多株，珍
贵芍药1700多株。同时建设牡丹
芍药资源圃、花型色系培育圃、
牡丹品种基因库等配套设施，以
收集保存、开发培植牡丹和芍药
新品种。

与其他的牡丹园最大的不
同，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园内
还栽有20万株郁金香，并依据花
色设计划分为蓝、绿、粉、紫、黑、
黄六大观赏区和一个混搭综合
性片区，其中栽植了近200株珍

贵的郁金香“国泰”品种。
据了解，“国泰”郁金香是一

种珍稀的鹦鹉型郁金香，有着特
别的深紫色羽毛花瓣，气质优雅
高贵，堪称郁金香中的极品。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访问荷兰时，应荷兰
国王和王后之邀，彭丽媛将这种
郁金香的中文名命名为“国泰”，
赋予世界和平、国家昌盛、人民
安康的内涵。

为回馈广大微信好友，齐鲁
晚报·今日菏泽特联合中国牡丹
园赠送5000张观赏券。网友可凭
关注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微信

“牡丹传媒”以及微信内容转发
朋友圈截图到人民路与中华路
交叉口凯瑞国际10楼齐鲁晚报·
今日菏泽编辑部领取。

11日，曹州牡丹园迎来游园小高峰。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参与方式：网友需关
注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官
方微信并将此微信转发朋
友圈

领取地址：菏泽市人
民路与中华路交叉口凯瑞
国际10楼，齐鲁晚报今日
菏泽编辑部领取

领取时间：从4月13日
开始，至门票领完为止。
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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