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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9月24日讯(记
者 周千清) 为进一步整
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
序，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
日前，巨野县卫生计生局组
织召开“深化打击非法行医
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会
议。

在会上，巨野县卫生计
生局副局长鲁成岱分析了非
法行医面临的新形势，和历
年来保持打击非法行医的高

压态势。会上对打击非法行
医进行了具体部署，下发县

《深化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治
理行动工作方案》。

会议提出，巨野县各乡
镇要组织力量加强监督协管
日常巡查，对非法行医问题
及时上报及时查处。同时加
强宣传，营造声势，要加强对
政策法规、工作成果及典型
案例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本报菏泽9月24日讯(记者
崔如坤) 22日，历时四天的

第十四届中国林交会胜利闭
幕。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本届
林交会交易总额17 . 9亿元，其
中，签订销售合同及协议1121
个，总金额13 . 6亿元，现场交
易额1 . 5亿元，网上交易额达
到2 . 8亿元。

22日上午11时，第十四届
中国林交会闭幕式在中国林
展馆举行。菏泽市副市长侯婕
在闭幕式上介绍说，本届林交
会与往届相比，创新推出的“1
+2+4+N”办会模式，使得展会
规模进一步扩大，吸引了更多
国内外客商和群众参展参会。

据了解，“1+2+4+N”中的
“1”指在中国林展馆设主会
场，参展客商来自全国12个省
市和山东17个地市；“2”是设
置了菏泽天华电商产业园和
中国牡丹之都花卉交易大市
场两个分会场；“4”是开创了
牡丹、木瓜、创意家具、全产业
链家具小镇4条考察线路；“N”
是创新举办了一系列配套活
动，包括中国(菏泽)林产品网

络销售大赛、中国(菏泽)创意
家具设计大赛等。

本届林交会规模宏大，展
示面积达4 . 6万平方米，折合
国际标准展位1850个。据统计，
参展参会人员达18 . 6万余人
次，其中专业人士5330人次，企
业1562家。本届林交会交易总
额达到17 . 9亿元，其中，签订
销售合同及协议1121个，总金
额13 . 6亿人民币，现场交易额

1 . 5亿元人民币，网上交易额
达到2 . 8亿元。

此外，本届林交会共评出
获奖林产品256个，其中金奖
194个，银奖62个。众多获奖展
品及各地富有特色的展厅充分
展示了全国各地林业产业发展
的最新成果，展示了林产业电
商化的最高水平，展会成效显
著，参展商和采购商在对接合
作中实现了“共赢”。

2017(秋季)菏泽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集集中中签签约约项项目目1111个个，，揽揽金金114422亿亿
本报菏泽9月24日讯(记者

崔如坤) 22日，2017(秋季)
菏泽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举行。齐鲁晚报记者了
解到，集中签约项目11个，投资
总额142亿元人民币。其中，外
资项目2个，合同外资6 . 6亿美
元；内资项目9个，投资总额
99 . 6亿元人民币。

22日上午，2017(秋季)菏
泽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举行。菏泽市委副书
记、市长解维俊在致辞中提
到，菏泽区位优势明显、资源
丰富、交通便捷、后发优势突
出。

据介绍，近年来，菏泽进入

了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都有了快速的

发展，能源化工、生物医药、机
电设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

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优势
凸显。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电
子商务和“为村”建设走在全
省乃至全国前列，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扎实推进，全民创业
成效显著，一批新旧动能转换
重点产业和重大工程正在全
力推进。

解维俊表示，目前是菏泽
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黄金
时期，为国内外企业家来菏泽
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相信
广大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会将
投资的目光瞄准菏泽，菏泽也
会将更多的发展机遇与各位企
业家共享。

说明会上，菏泽市商务局

局长耿振华向与会嘉宾推介了
高端环保化工产业、绿色能源
材料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新型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农产
品加工业等菏泽市新旧动能转
换十大产品重点工程。
  据了解，本届投资环境说
明会到会客商200余人，其中外
商80人，主要来自美国、欧盟、
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国内客商主要来自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唐、青烟威等地。现
场集中签约项目11个，投资总
额142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项
目2个，合同外资6 . 6亿美元；内
资项目9个，投资总额99 . 6亿元
人民币。

本报曹县9月24日讯(记者
周千清) 近日，聚焦病残儿

童，充满大爱的公益电影《关爱
爱》在曹县召开首映发布会，对
于展示、宣传和推介曹县，讲好
曹县故事，推出一批人民群众
喜爱、有影响力的小说、戏曲、
电影等优秀作品，将会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

据悉，影片《关爱爱》以关
心下一代为指导思想，聚焦病
残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紧握社
会进步、充满大爱这个主题，
从描写社会各界关爱救助病
残儿童的事迹入手，以小切口

发掘深度美、由小视角彰显大
精神。影片人物形象生动，故
事情节真挚感人，讴歌真善
美，弘扬正能量，展现了曹县
民俗风情，宣传了国家关注关
爱儿童的政策，对于呼吁社会
各界关心下一代成长、关爱病
残儿童、关注地方发展具有积
极的意义。

据了解，去年7月15日，影
片《关爱爱》开拍，在历时一年
多的摄制过程中，受到曹县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密切关
注影片制作进展情况，并在关
工委老领导、老同志的协助

下，多次到菏泽、济南、北京进
行逐级汇报，得到了国家和省
市关工委领导的热情指导和
大力支持。该影片由国家关工
委主任顾秀莲同志亲自为电
影题写片名，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电影局为影片颁发公
映许可证。

作为曹县历史上第一部电
影，影片《关爱爱》弘扬了创新
精神、拼搏精神、实干精神，填
补了该县文艺园地上的一个空
白，为繁荣发展曹县文化事业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
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本报成武9月24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孟凡
涛)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成武县市场监管局
对52家食品生产企业、5000
余家食品经营单位、300余家
涉药单位、42家学校食堂分
别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第
一责任和监管责任，从而进
行定责。

该县市场监管局完善了
网格化监管体系。对14个镇
(办、区 )监管所 (队 )划分街
道、监管户以网格形式进行
定格。对季度、月度目标及时
调度，进行定标。对52家食品
生产企业、5000余家食品经
营单位、300余家涉药单位、

42家学校食堂分别签订目标
责任书，进行定责。

同时，开展食品生产企
业、食品经营企业、学校食堂
食安山东示范创建，先后推
荐食安山东示范企业(单位)
20余家。进行食品安全风险
防范排查，农村红白喜事聚
餐、“双节”食品安全大检查，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整治，50
余家被整改，督办罚款数额
较大网络案件4起。开展中药
饮片、互联网药品、疫苗、假
劣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回头
看”行动、质量规范提升，
GSP认证检查等行动，责令
整改10家次，移交公安假药
案件1起。

本报东明9月24日讯(记
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孙
建利) 今年以来，东明农商
银行渔沃支行改变工作方
式，探索网点转型新模式，
加快网点转型步伐，大力发
展农村金融自助服务点和
智e购商城，助推业务快速发
展。

目前，该支行辖内共有
农村金融自助服务网点20
家。存款日均2000万元以上

的有3家，1000万元以上的9
家。截至8月底，存款余额达
到26915 . 27万元，较年初增加
3195 . 27万元。

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
该支行对农金员制定了考核
办法，每季度完成任务的前
三名奖励1000元、800元、500
元。同时每介绍一笔贷款并
发放成功根据提供的担保情
况给予一定奖励，极大地提
高了农金员揽储积极性。

巨野县卫计局

打打击击非非法法行行医医不不手手软软

东明农商银行渔沃支行

2200家家农农村村金金融融服服务务点点““发发威威””

第十四届中国林交会圆满闭幕

44天天盛盛会会交交易易额额达达1177 .. 99亿亿元元

电电影影《《关关爱爱爱爱》》首首映映式式在在曹曹县县举举行行
此影片填补该县文艺园地上的一个空白

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解维俊致辞。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第十四届中国林交会闭幕。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成武县市场监管局

立立““军军令令状状””保保障障食食药药品品安安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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