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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举举办办““家家文文化化””论论坛坛
启启动动仪仪式式暨暨首首期期讲讲座座

本报菏泽3月12月讯(记者
邢孟) 为进一步推进家庭

文明建设工作，11日，由市妇
联主办、市开发区妇联承办的

“家文化”论坛在市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启动，首期讲座特邀
英籍华人杨卉教授做“互为孩
子的领跑者”专题讲座。

启动仪式上，菏泽市妇联
主席高强指出，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
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对家庭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做好新
形势下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市
妇联启动 “家文化”论坛，旨
在通过这个平台，激发和带动
更多家庭自觉培树和弘扬良
好家教、家风，在全市形成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的良好氛围。
讲座中，杨卉教授从自

由与限制、宽松与高压等中
西方文化的差异，结合自己
孩子的成长事例，分享了父
母与孩子相互影响、共同成
长的“幸福经”。整场讲座理
论性、趣味性、互动性强。活
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

下一步，市妇联将定期邀
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家
庭代表，以讲座、沙龙、故事分
享会、朗诵会等方式，走进企
业、走进学校、走进社区，宣传
最美家庭事迹、传播科学家教
方法、弘扬好家风好家训，以
促进孩子成才、父母成长、家
庭和美、社会和谐。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庞彬)

12日，齐鲁晚报记者从菏泽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即日起至6月底，在菏泽市各行
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综合
大整治活动。通过集中整治，将
严厉惩处一批非法违法单位责
任人，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

据悉，为扎实推进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
中行动，抓好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排查安全风险，有效落实管
控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菏泽市

政府安委会下发了《菏泽市安
全生产综合整治大行动实施方
案》，从现在起至6月底，在菏泽
市各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
产综合大整治活动。

综合大整治行动按照“查安
全风险管控是不是到位，查事故
隐患的排查治理是不是彻底，查
企业主体责任是不是已经落实，
查部门监管责任是不是已经落
实”的要求，分排查、督导、执法、
巩固、总结五个阶段，要求各相
关部门针对本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重要环节、重点部位，分别部
署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面

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
治各类事故隐患，全面排查企业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全面排查部
门监管责任和措施落实情况，清
除安全监管盲区，依法履行职责
等情况。

通过集中整治一批事故隐
患，整顿一批严重违规违章企
业，关闭取缔一批非法违法生
产经营单位，严厉惩处一批非
法违法单位责任人，有效防范
各类有较大社会影响生产安全
事故，坚决遏制各类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市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

整整顿顿、、关关闭闭、、取取缔缔，，““铁铁拳拳””保保安安全全
菏泽开展安全生产综合大整治活动，即日起持续到6月底

本报郓城3月12日讯(记者
崔如坤) 10日上午，2018年

山东首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活动——— 郓城PPP项目推介会
暨规范发展高峰论坛启幕。据
悉，本次推介会共推介13个投
资总额119亿元的项目、6个50
亿元融资项目。当日，签约2个
投资额18 . 5亿元的ppp项目，签
约融资项目2个，项目投资额14
亿元、融资额11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PPP助力
郓城新型城镇化。投资10 . 22亿
元的郓城城区道路建设项目、投
资9 . 14亿经济开发区道路建设
项目，编织出宽广通畅、纵横交
汇的道路体系，舒张开城市发展
的筋骨；新能源有轨电车公交T1
线工程项目，首开县城发展有轨

交通之先河；依托萦绕县城东部
和南部的宋金河这座曾经的八
百里梁山泊的南出口和漕运皇
粮的水上交通要道，实施了综合
治理PPP项目，将污水沟改造成
集湿地保护、游憩休闲、景观通
廊的城市公园，谱写了一曲新时
代的《龙须沟》颂歌；入选国家
PPP示范项目的郓城南湖新区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时尚的
城市地标，成为人民群众尽享文
化之美的城市乐园。

精品项目有力支撑了郓城
县城的宜居宜业环境建设，而
同样依托PPP模式兴建的水浒
特色小镇等项目，则如粒粒珍
珠，与中心城区共同链接起和
谐有序的城镇化体系。

截至目前，郓城县共有34

个项目纳入财政部PPP项目
库，投资总额273亿元，项目个
数和投资额居全省前列，已落
地项目14个，总投资131亿元。
今年2月，全国第四批PPP示范
项目中，郓城县水浒故里旅游
集散中心与郓城县智慧环保项
目入选。2017年郓城县被国务
院表彰为推广PPP工作先进
县，PPP模式成为郓城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
 据了解，郓城县PPP工作的
规范发展成为本次活动的重要
议题。来自全国PPP领域的专
家、政府部门负责人、社会资本
方、金融机构等500余人齐聚水
浒故地，围绕规范发展，总结郓
城经验，推动PPP可持续发展
进行研讨。

郓郓城城PPPPPP项项目目推推介介会会举举办办
系2018年山东首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活动

菏菏泽泽开开发发区区
开开展展义义务务植植树树活活动动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吉文选)
12日，为做好开发区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菏泽市开发
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分三组
分别到丹阳、岳程、佃户屯街
道办事处开展植树活动。

12日上午，在佃户屯街
道办事处十二支路植树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参
加义务植树的党员干部一起
挥锹铲土填入树坑，培实新
土堆起围堰，种下大叶女真

等树苗，并提桶浇水。一上午
时间共植树200余棵。

据了解，佃户屯街道是
国家级生态乡镇，全市林业
先进乡镇，这次义务植树的
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大家都
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成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
合力；增加绿化面积，提升森
林质量，持续加强生态保护，
助力菏泽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邹爱
武) 9日，牡丹区举行新教
育实验专家报告会，聘请江
苏省海门市新教育培训中心
主任吴勇，为全区中小学校
长讲解新教育理论，标志着
牡丹区新教育实验工作正式
启动。

报告会上，吴勇作了题
为《践行新教育，共奔中国
梦》的专题讲座，从传递教育
正能量、提升教师精气神、创
造学校好声音、扩大教育美
誉度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新
教育的内涵和实施途径，为
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生动的新

教育知识普及课。
为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牡丹区从今年起确定在
全区中小学开展新教育实
验，提升教育品位和层次，推
动教育教学改革健康发展。

据了解，新教育实验是
由朱永新教授发起的一个民
间教育改革行动，其核心理
念是“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以教师专业
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
园、构筑理想课堂、研发卓越
课程、缔造完美教室等十大
行动为路径。目前全国有60
多个县级实验区，3000余所
学校参与。

牡牡丹丹区区启启动动
新新教教育育实实验验区区建建设设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康俊杰)
近日，菏泽高新区交警大队

各执勤中队在开展常态化道路
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时，查获两
起与准驾车型严重不符的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并对驾驶人依
法作出了处理。

3月8日下午，菏泽高新区
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黄河西路
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
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缓缓
驶来，大队执勤民警示意其靠
边停车接受检查。

检查过程中，民警要求驾
驶人出示驾驶证、行驶证等相
关证件，发现该车驾驶人神情
紧张，不愿出示证件，并声称
未携带驾驶证。凭着职业敏

感，民警判断该驾驶人可疑，
便将其带至大队做进一步调
查核实。

经大队民警通过公安交通
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发现，
该驾驶人刘某准驾车型为C1
驾驶证，而其驾驶的车辆却是
重型半挂牵引车，且该驾驶人
驾驶证已经被扣完了22分，目
前为超分状态。

民警介绍说，刘某的违法
行为属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
符的车辆”，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处2000元以下罚
款，记12分，可并处15日以下拘
留，如果驾驶证在实习期，实习
期驾驶证注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隔
未过24小时，菏泽高新区交警

大队昆明路中队在辖区路段进
行“两会”安保执勤，严查过往
大中型客货车，以切实消除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

3月9日上午，一辆重型普
通货车进入大队执勤民警的视
线，大队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
接受检查，并示意其出示行驶
证、驾驶证等相关证件。没想
到，该驾驶员也以驾驶证未携
带为由拒不出示。

随后，大队民警将其带至
大队值班室通过公安网“综合
应用平台”对该驾驶员证件信
息进行查询。经查，驾驶员何某
准驾车型为C3，且已经是注销
状态属无证驾驶。

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一一人人CC证证开开半半挂挂，，一一人人无无证证开开大大货货
两大胆司机被菏泽交警查获

专专家家学学者者探探讨讨PPPPPP工工作作规规范范发发展展课课题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崔崔如如坤坤 摄摄专家学者探讨PPP工作规范发展课题。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3月7日，山东省安监局副局长高建军带领省安全生产第
四督查组和省安监局第十三检查组一行，到菏泽高新区督查
安全生产工作。高建军要求，要进一步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生产
各项管理制度，确保企业长远发展、安全发展。

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赵忠宇 高博 摄影报道

督督督督查查查查安安安安全全全全督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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