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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念东

1月30日，菏泽市规划局局
长尹茂林与各科室相关负责人
做客政务服务热线，针对市民
较为关注的问题进行讲解。齐
鲁晚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菏
泽市被列为省首批双修试点城
市，今年将围绕“城市双修”，转
变城市发展方式，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打造“本地人留恋，外
地人向往”的宜居宜业区域中
心城市。

实现“菏定一体化”发展

据市规划局长尹茂林介
绍，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菏泽
将保持历版规划思路的延续
性，城市发展以向东、向东南为
主。向东充实、提升经济开发
区，跨过日兰高速公路发展东

部物流园区和航空港区，包括
济铁物流园、青岛港保税区菏
泽功能区、菏泽机场，以及配套
功能区。向东南实现“菏定一体
化”发展，以高铁片区为跳板，
实现大尺度空间重构，扩大中
心城区规模，增强城市辐射带
动能力。

在 2 0 1 8年的工作打算
中，该局将完成《菏泽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5-2035年)、
城市绿地水系规划、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规划、城市消防
规划、排水工程、地下空间等
城区2017年接转规划项目的
编制工作。

在完成城市总体设计、老
城区、高铁新区、双河立交桥片
区等4项城市设计的基础上，计
划新启动环堤公园两侧城市设
计、西安路(万福河-北外环路)
两侧城市设计和人民路(万福
河-长江路)两侧城市设计。按
照上级计划和要求，开展城市
规划区自然生态资源调查与评
价报告、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
规划。

改造万福河和环堤公园

尹茂林称，随着赵王河上
游生态公园的建设，整个赵王
河公园即将贯通，为菏泽城区
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而万
福河作为菏泽境内重要的防洪
蓄洪河道，也是城市南部重要
的绿色生态廊道。

今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启
动万福河景观带景观规划等前
期工作。该景观带建成后将成
为集水上运动、文化体验、滨水
休闲和湿地体验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生态景观带。

菏泽市环城大堤始建于
1522年，按照《菏泽市城市总体
规划(2003—2020年)》确定的
大堤中心线内侧50米、外侧100
米的控制范围，局部地方做节
点扩展设计，确定环堤公园规
划面积约268公顷，主要功能为
旅游观光、人文景观和休闲娱
乐。

2011年，菏泽市启动了《环
堤公园详细规划》，将其规划定

位为“既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又适宜市民休闲旅游观光的环
状城市公园。”至2012年年底，
该规划顺利完成并通过了专家
评审。去年下半年，菏泽选取中
华路至曹州路段作为实验段，
由市城市管理局进行了绿化景
观设计和施工。今后，将按照规
划设计，逐段实施，陆续地将环
堤公园建成、建好。

“城市双修”
增加市民获得感

尹茂林称，为贯彻落实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2017年3
月份，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

《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工作的指导意见》，安排部署在
全国全面开展生态修复、城市
修补工作，简称“城市双修”。
2017年，菏泽市被列为山东省
首批双修试点城市。

“‘城市双修’不仅能够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城
市发展方式，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补足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尹茂林说，
还能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
治理能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
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让群众在“城市双修”中有更多
获得感。在城市双修的工作方
案中，包括城市设计、断头路贯
通、绿地河道等生态环境建设、
广场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等。

菏泽将借此契机，大力开
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其中重
点内容就是推进三湖七河连通
和景观工程建设。三湖，是指双
月湖、青年湖二期、东南湖区；
七河，是指环城河、环堤河、赵
王河、洙水河、万福河、七里河
和思源河等水系。三湖七河连
通和景观工程建设将对现状规
划控制蓝线、绿线内河道进行
清障清淤，疏通河道及景观修
复，加强水体修复和周边绿地
建设，恢复河道生态系统，并做
好水系两岸土地开发准备工
作，为下一步城市滨水空间开
发利用打好基础。

菏泽市规划局做客政务服务热线

城城市市发发展展以以向向东东、、向向东东南南为为主主

青年典型杨俊红：

致致富富不不忘忘乡乡亲亲，，带带村村民民共共致致富富

本报菏泽1月30日讯（记者
李德领） 杨俊鸿现任定陶

区张湾镇正信工艺品厂厂长。
她原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一手创
办起了正信工艺品厂，木制工
艺品年销售额达8000万元，木
质板凳淘宝销量第一，人称

“板凳姐”，成为远近闻名的致
富女强人。同时，她致富不忘
乡亲，带动村里人一起发家致
富。

杨俊红家在定陶区张湾镇
湾子张村。2009年，她看到从事
隔板加工十分挣钱，多方筹资
了5万元，在村里也办起了一个
隔板加工厂，销路一直平平淡
淡。2011年，一次偶然机会发现
合作伙伴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
把货物销往全国各地。通过了

解，她第一次接触到电子商务
的概念，于是她起了自己办网
店的念头。然而，只有初中文化
水平的她，想学电商却不容易。
她特地跑到菏泽专门学习电子
商务知识，每天只要有空就学
习。在网店赔了几个月后终于
赚到第一桶金，销量渐渐有了
提升，生意也慢慢红火起来。

2013年，杨俊红在村里第

一家上了蘑菇凳生产线，结果
效益是隔板加工的几倍，相继
开发出了魔方凳、心形凳、吉祥
物凳等多种蘑菇凳系列产品，
木制工艺品年销售额达8000万
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女强
人。她致富不忘乡亲，带动村里
人一起发家致富。在她带动下，
全村实体店由与原先的3家增
加到57家，网店由原先的15家
增加到115家，每天走货1万多
单，销售额20万元，年销售额
1 . 6亿元。

2015年，她积极响应精准
扶贫号召，成立了创意工艺品
合作社，优先吸纳贫困户做社
员，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市场信
息、就业指导等服务，现有社员
458名，贫困户231名。

因为她的板凳在全国销量
最大，又上过山东卫视乡村季
风栏目，大家亲切地称她“板凳
姐”。并先后当选定陶区第十八
届人大代表、菏泽市第十九届
人大代表。

近日，菏泽市开发区妇联联合爱心女企业家来到佃户屯办事处李孟油小学，看望学校贫困留守
儿童，为他们送去学习用品和慰问金。“爱心妈妈”们还和孩子们谈心，鼓励孩子们克服困难，好好学
习。据了解，自女企业家委员会与李孟油小学结对以来，已经投入近4万元，开展了爱心结对帮扶、圆梦
行动等爱心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邢孟 摄影报道

爱爱爱爱心心心心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送送送送温温温温暖暖暖暖爱心妈妈送温暖

杨俊红正在工作中。

本报菏泽1月30日讯(记
者 张建丽) 30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民政局获
悉，从今年1月起，在全市开
展为期半年的社会组织集中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发现
的非法社会组织依法取缔。
对取缔后仍以非法组织名义
开展活动的，将交由公安机
关查处。

据悉，为深化菏泽市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切实加强
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社
会组织整体质量，进一步发挥
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市民政局印
发《菏泽市社会组织集中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根据方案，自2018年1月
起，在全市开展为期半年的
社会组织集中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市民政局将通过社会
组织自查、启动年检年报、
开展等级评估、组织重点抽
查等手段对社会组织进行
排查整治，针对未按期换
届、未按规定参加年检或存
在其他轻微违法情形的三
类社会组织，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发出限期责令整
改通知书。

对经督促仍未按限期完
成整改，以及年检年报、等级
评估等社会组织执法过程中
调查核实存在突出问题的社
会组织，依法依规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并视情节列入社
会组织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
行为名单。对发现的非法社
会组织依法取缔；对取缔后
仍以非法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的，交由公安机关查处。

本报郓城1月30日讯(记
者 周千清) 为进一步规
范放射诊疗行为，强化放射
诊疗安全防护，切实保障放
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
健康权益，1月23日，郓城县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对
郓城县人民医院开展放射诊
疗活动进行了专项监督检
查。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检
查郓城县人民医院开展放
射诊疗活动的许可 (《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
疗许可证》校验)情况、放射
诊疗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
制度、放射诊疗辐射安全与
防护操作规程质量保证方
案、放射事故应急处理预
案；放射防护设施检测情

况；放射工作人员开展个人
剂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情
况；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及使
用情况；放射诊疗工作场所
入口处是否有电离辐射警
告标识；控制区进出口及其
他适当位置是否有电离辐
射警告标识和醒目的工作
状态指示灯；机房门外是否
有放射防护注意事项等。对
这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当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
见书，要求限期整改。

通过检查，进一步加强
了郓城县人民医院放射防护
意识，规范了医疗机构放射
诊疗行为，确保放射诊疗工
作安全、有效、规范的开展，
维护了工作人员和受检群众
的身心健康。

郓城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

对对县县人人民民医医院院
放放射射诊诊疗疗活活动动监监督督检检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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