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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郓城城县县纪纪委委两两个个月月立立案案2200件件

本报郓城讯 (通讯员
郭小红 记者 崔如坤)
2017年，郓城县纪委坚持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持续
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1—
2月，全县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20件，党政纪处分17人。

新年伊始，郓城县纪委
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召开
派驻纪检组长、委局各部室
(中心)负责人会议，谋划2017
年工作安排；同时，对委局机
关、派驻纪检组全体人员、县
纪委委员、乡镇(街道)纪委
(纪工委)书记共计104名纪检
监察干部开展3天的集中培
训，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业务能力建设和纪律作风建
设，适应形势任务需要，更好

地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
治责任。
  除此之外，该县纪委在
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和请示
沟通后，结合执纪审查实际
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试行)》操作规程，为全县纪
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
监督执纪提供了有规可依、
有章可循的规则和规矩。
  今年，该县纪委监察局
还将强化办案考核，进一步
建立健全案件协作机制，强
化督导，打“虎”拍“蝇”，加大
案件查办力度，通过一级抓
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努力实
现查办案件工作“增数量、提
质量、保安全”的目标。

本报郓城讯 (通讯员 魏
忠友 李英 记者 崔如坤)

3月23日，中国第96届全国糖
酒会在成都盛大开幕。高大尚
的展厅、玲琅满目的酒类包装
产品加上引导员的详细讲解，
以及“中国郓城酒类包装特色”
馆的统一LOOG，今年第96届
全国糖酒会上，山东郓城一改
过去的分散展销、各自为营的
千帆竟发，变成了特色鲜明、气
势非凡的航母出海，令人耳目
一新，成为2017年中国第96届
全国糖酒会上的一道靓丽风
景。

多年来，郓城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酒类包装企业参
会参展工作。特别是今年，为
进一步做大做强全县酒类包
装产业，打响郓城县“中国酒
类包装之都”品牌，提升郓城
县在全国酒类包装行业的影
响力，在郓城县酒类包装印刷
行业协会的精心组织下，经过
半年多的筹划运作，积极争
取，精心组织，首次集中统一

组织全县200多家实力酒类包
装企业参展全国糖酒会，新建
了近600平方米的郓城酒类包
装特色馆，集中推介全县酒类
包装企业产品。

当日下午，在成都市青羊
区浣花香大厦，“郓城县酒类包
装协会成都办事处”又成功举
行了揭牌仪式。此办事处的设
立运营，将集中利用线上、线下

展现推介郓城所有包装类企业
的新型样品，宣传科技创新、实
施名牌战略和新产品开发方面
的成就。同时，此办事处也将成
为郓城酒类包装产业的市场

“前头堡”和“气象台”，带动和
促进郓城酒类包装产业升级发
展。

“郓城酒类包装行业已发
展20余年,从最初在全国糖酒
会上摆地摊推销，到租赁上万
元展位展销，再到今天花费上
千万元组建特色馆营销，郓城
酒类包装生产销售历经市场数
次蝶变，在科技创新、文化包装
的带动下取得了快速健康的发
展。

2016年7月，山东省轻工业
联合会下发文件授予郓城县

“山东省酒类包装产业基地称
号。目前，郓城现有各类酒类包
装生产企业426家，从业人员10
万余人，年产值近300亿元。主
要生产玻璃瓶、瓶盖、标签、包
装纸盒等酒类包装全链条产
品，年产各类玻璃酒瓶14亿只、
瓶盖12亿只、商标标签10亿套、
喷涂烤花6亿只、包装纸盒2500
万套现已成为国内品种最全、
规模最大、销售覆盖最广的酒
类包装产品生产基地。

看看，，郓郓城城酒酒类类包包装装企企业业显显身身手手
郓城200多家酒类包装企业组团参展全国糖酒会

本报郓城讯 (通讯员 郭
昂 记者 崔如坤) “桃花春
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来看”。3
月下旬的郓城黄河岸边，花团
锦簇，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在
温暖的春风下、在摇曳的鲜花
下、在欢呼的人群中“第二届黄
河人家旅游节”正式开幕。这边
杏花、桃花、梨花次第开放，那
边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引来游
人如织，但是谁曾想就在半年
前郓杨公路还未竣工前，这里
却是人流稀少倍显落寞。

郓杨公路作为黄河岸边群
众进城的唯一直达公路，由于
资金问题没有进行改造，制约
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郓城县
交通运输局经过充分调研于
2015年在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
下率先开工，由于资金不足，该
工程分两期进行，在克服了资

金问题和黄泛区施工难题后于
2016年正式通车。不少游客表
示，往年也想利用周末带着家
人来黄河岸边赏花、烧烤，但是
由于路不好走或者绕路时间太
赶便放弃了，今年路修好了就
正好带着家人或约上朋友过来
赏花。

据了解，今年，郓城县交通
运输局决定围绕全域旅游这项
中心工作，路网建设全面提速，
全年计划改造升级农村公路
1055公里，改造窄危桥73座，完
成三年总工程量的80%，力争
农村公路三年改造计划两年完
成；投资1 . 6亿元，上半年开工
建设龙台路北段(220国道至黄
河浮桥伟庄段)16公里和郓苏
路28公里；继续推进“户户通”
工程建设方面，全年完成500万
平方米，争取全县80%的村庄

实现户户通；同时，积极推进路
域环境治理，美化农村公路，目
前，该局已规划了42公里以能
源大道、煤化工园区大道、郓赵
路、郭武路和李黄路为环形试
点的路域环境治理范围，对路
肩、绿化等设施进行高标准治
理，并以此为基础，以点带面，
确保郓城路域环境整体上档
次、上水平。

郓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李
玉增介绍说：“今年，我们把农村
公路建设与脱贫攻坚和全域旅
游紧密结合，以旅游道路改造为
重点，改造升级农村公路1055公
里，完成户户通工程500万平方
米，实现郓城农村公路建设大提
速，使郓城农村公路路网进一步
完善，使交通项目建设与全域旅
游融合更加深入，最终让小康路
走进千家万户。”

郓城县交通运输局：

路路网网建建设设提提速速 支支持持全全域域旅旅游游

本报郓城讯 (通讯员
辛文潮 记者 崔如坤)

“以前办营业执照需要五到
七个工作日，现在一个工作
日就办理出来了，效率真的
是太快了，而且资料交给政
府工作人员后只需要自己去
领执照就好了，不会耽误上
课进度，一边听老师讲课一
边就把店铺开起来了。政府
和市场监管所的优惠政策真
的是太好了，为我们老百姓
开辟了一个创业就业的平
台。”潘渡镇电商学员王仿诗
拿着刚办的营业执照高兴地
说。

郓城县潘渡镇市场监管

所为积极响应镇政府大力发
展电商的号召，给电商学员
们开启了绿色通道，为学员
们提供上门式服务，学员只
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住
所使用证明等材料，统一交
给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
就可以坐等执照出炉了。

据了解，潘渡镇政府一
条龙的优惠政策解决了学员
们的后顾之忧，让学员们可
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店
铺运营中来，成为电商学员
们坚实的后盾，为群众创业
就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
以创业带动就业，让群众们
足不出户就可以挣钱。

★ 于 大 学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371725600352103)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 郭 智 慧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371725600009351)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吕爽，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机构代码：913717253130639184，声明作
废。

潘潘渡渡镇镇电电商商学学员员
专专享享““一一站站式式””服服务务

本报郓城讯 (通讯员 王
淼 记者 崔如坤 ) 3月22
日，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联合
郓城县公安局举行郓城县电力
治安中队揭牌仪式，开创了警
企合作无缝隙、联合办公零距
离的新局面，对于保障电网安
全，维护供用电秩序，确保电力
安全可靠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随着郓城电网建设投资力
度不断加大，电力违法犯罪行
为不断增多，为全面加强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保障全县经济
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国网郓
城县供电公司和郓城公安局共
同决定成立郓城县公安局电力
治安中队，进一步加强协作、互

相配合，并积极开展四个方面
的重点工作。

郓城县电力治安中队的成
立，标志着郓城县电力设施保
护工作迈入新台阶，对电力违

法犯罪行为具有极大的震慑作
用，将保障电力设施安全可靠
运行，营造良好的供用电环境
奠定坚实基础，促进全县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

警警企企联联手手成成立立电电力力治治安安中中队队

郓郓城城县县电电力力治治安安中中队队揭揭牌牌仪仪式式现现场场。。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淼淼 摄摄郓城县电力治安中队揭牌仪式现场。 通讯员 王淼 摄

山山东东郓郓城城酒酒类类包包装装馆馆外外景景。。山东郓城酒类包装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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