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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街道办事处召开

庆庆祝祝建建党党九九十十七七周周年年表表彰彰大大会会

本报菏泽6月28日讯(记
者 邢孟) 28日，菏泽市开
发区丹阳街道召开庆祝建党
九十七周年表彰大会，会上
还对2018年度涌现出来的大
马庄社区等8个五好党支部、
李发起等8名优秀党支部书
记、贾勇等218名模范党员代
表进行了颁奖表彰。

岁月峥嵘，在中国共产党
建党97周年到来之际，28日上
午，菏泽市开发区丹阳街道召
开庆祝建党九十七周年表彰
大会，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武少俊主持会议，党工委
副书记孙玉勇宣读中共丹阳
街道工作委员会表彰决定。党
工委书记朱家福代表党工委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
秀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
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并带领大家回顾了党的光辉
历程和丰功伟绩，总结了丹阳

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取得的成绩，对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做了安
排和部署。

今年以来，在开发区党
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丹阳街道办事处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
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全处经济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态势，区域化党建不断
探索，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城
市管理逐渐走向精细化，环
境整治力度持续加大，大气
污染防治合力攻坚，平安丹
阳成效显著，社会各项事业
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当天，丹阳街道办事处机
关党员、老年支部、各社区、中
小学、各企业支部负责人、党
小组长、模范党员、老党员代
表等300多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周千清

“大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
动脉”，农村公路则是小康能量
输送的“毛细血管”。近年来，菏
泽强力推进“自然村通公路”工
程和“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交
通网络进一步完善。2018年4月，
菏泽启动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
坚专项行动，计划建设8700公
里，其中新建改造通村公路2161
公里，新建改造村级公路6539公
里。2018年全市计划新改建农村
公路5000公里，截至目前，农村
公路开工已超过3126公里，年底
前实现自然村全部通公路。

2020年底新改建
8700公里农村公路

今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先后出
台了《菏泽市“四好农村路”建
设实施方案(2018-2020年)》、

《关于推进全市城乡公交一体
化发展的实施意见》和《菏泽市

“路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4月28日，市政府组织召开

了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现场
会，陈平市长安排部署有关工
作；6月2日，陈平市长调度“四
好农村路”建设工作情况，实地
查看建设现场，并对农村公路
建设提出要求。

据悉，菏泽以“四好农村路”
建设为契机，开展农村公路三年
集中攻坚专项行动。计划到2020

年底，新改建占全省总任务的四
分之一的8700公里农村公路。

其中，路网提档升级工程，
新建改造通村公路2161公里，
保证每个行政村一般有路面4
米以上公路通达，全市的区域
中心村、中心社区以及50%以
上行政村拥有一条路面6米以
上公路通达。“力争将具备条件
的县乡道路面提升到12米以
上，村道路面提升到6米以上。”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
说，到2018年年底，确保每个行
政村拥有1～2条穿村公路。

在自然村庄通达工程上，
新建改造村级公路6539公里，
解决全市所有自然村的公路通
达问题。

在运输网点布设工程上，
到2019年底，全市建立起以菏
泽市区为中心，市区、城际、城
乡、乡村四级公交线路为一体
的公共交通服务网络，行政村
通公交比例达到75%。

除此之外，在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农村公路绿化工程上，
以两侧不低于5米(含路肩、边
坡及边沟外)为重点范围，全面
提升县乡公路两侧绿化水平。
到2018年底，完成全市宜绿化
县乡公路3437公里的绿化任
务。到2020年底，完成全市所有
宜绿化农村公路绿化任务。

全市农村公路
开工3126 . 8公里

据了解，今年全市计划新
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截至
目 前 ，全 市 农 村 公 路 开 工
3126 .8公里，完成基层1936 .9公
里，完成面层1689 .2公里，其中：
路网提档升级工程开工384公
里，完成基层170 . 4公里，完成
面层132 . 7公里；自然村庄通达
工程开工1753 .7公里，完成基层
1283 .1公里，完成面层1065 .1公
里；养护大中修工程开工574公
里，完成基层141 . 8公里，完成
面层208 . 3公里；省定贫困村及
黄河滩区迁建扶贫项目开工
255 . 8公里，完成基层206 . 7公
里，完成面层154 . 5公里。危桥
改造开工34座，完工21座。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
菏泽总体任务重，因此菏泽交
通部门强化了日常督导调度。
市交通运输管理局明确9名县
级领导带领相关科室分别包1
个县区，每周至少实地督导1
次，重点调度资金落实、工程
进度，书面反馈存在的问题，
并限期整改，给县区加压；同
时也指导帮助县区解决实际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给县区减
压。各县区也均明确专人负责
统计工程进度，定期上报市局
汇总。

同时，进一步建立完善考
核问责机制，把“四好农村路”
建设纳入市政府对各县区科学
发展观考核内容。领导小组办
公室每季度召开一次调度会，
每月进行一次全市通报排名。

今年菏泽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

年年底底前前所所有有自自然然村村通通公公路路

6月28日上午9时，随着一声长鸣警报，定陶区政企联动火灾
事故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菏泽三垒塑业有限公司正式上演。本
次应急救援演练通过发现火灾险情、情况上报、现场指挥、受领
任务、组织救援等多个环节，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响应能力和
各部门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全区上下主体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防火意识和隐患意识，锻炼了应急救援队伍，提高了
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通讯员 张志国 摄影报道

定定定定陶陶陶陶区区区区举举举举办办办办火火火火灾灾灾灾救救救救援援援援演演演演练练练练定陶区举办火灾救援演练

本报菏泽6月28日讯(记者
李德领) 28日，菏泽市中医

医院庆祝建党97周年党员大会
举行，会议表彰了医院先进党
支部及优秀共产党员。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菏泽
市中医医院党委2017-2018年
度，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总
目标，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抓手，确
保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党组织活动深入开展，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确保
医院各项工作保持快速健康发
展的良好态势。

据悉，院党委坚持抓党建
带群建，逐步推进群团工作，有
效发挥群团工作桥梁纽带作
用。医院妇联、团委积极组织志
愿者服务、“学雷锋”义诊活动、
送医进社区等活动，组织医院
员工参加市第一届妇女运动
会，并取得优异的好成绩。党委
举办了学习“十九大精神”知识
竟赛、演讲比赛等活动，调动了
学习党建知识的积极性；组织

人员代表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参
加了菏泽市委市直机关“喜迎
十九大·党在心中”歌咏比赛，
获得了比赛三等奖，市卫生计
生委授予医院“全市卫生计生
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会议上获悉，院党委贯彻落实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全年各支部共开展集
中学习、参观学习、专题党课，并
聘请专家讲解“十九大”精神，党
委委员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积极
参加所在支部的学习。院党委从
严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常态化制度化，抓在日常、融入
经常，引导广大党员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政
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
格、发挥作用合格。

2017年7月，医院成立了中
共菏泽市中医医院委员会，选
举产生了首届委员会。2017年9
月，医院完成了团委换届工作。
2017年12月，医院选举产生了
妇联。至此，医院党组织和群团
组织已建设完成并开展工作。

为规范党费收缴工作，对
每名党员的应交党费进行重新
核算，使党费缴纳更加合理，并
确定了每月的26日为党费缴纳
日，使党费收缴工作更加规范。
同时，健全完善“灯塔在线”山
东e支部相关信息，规范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积极组织党员，参
加“灯塔在线”学习竟赛活动七
次，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2018年3月，医院党委和各
支部相继召开了2017年度组织
生活会，党委和各支部联系实
际，聚焦会议主题，深刻进行党
性分析，深入查摆剖析问题，认
真开展了学习研讨、征求意见、
谈心谈话、准备对照检查材料
和个人发言提纲、批评和自我
批评等各项工作，增强了党内
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提高了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的能力，达到了开好组织
生活的要求。

2018年1月份，院党委组织
医院中层干部到市廉政教育中
心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
片、参观了廉政教育展厅，召开

医院廉政建设和风险防范大
会，和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签署
廉政责书，一把手与部门人员
进行廉政谈话，并出台了《关于
集中整治和查处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的实施方案》，完善
了所有中层干部廉政档案，为
廉政建设日常监督奠定基础。

在开展健康扶贫工作方
面，院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在驻
村第一书记李长征的带领下，
先后7次到医院健康扶贫村一
成武县汶上集镇汶东村调研工
作，为10特困家庭送去7932元
的慰问金、慰问品，组织义诊队
进行义诊，为10户贫困老年人

健康体检，并与扶贫村48户贫
困户签订《健康扶贫双向承诺
书》。依据《山东省健康扶贫实
施方案》及相关文件要求，医院
开设健康扶贫窗口，落实“两免
两减半”政策，减免相关费用共
68410元。

据悉，下一年，院党委将强
化“三会一课”制度，使“三会一
课”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制度
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班
子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严
格落实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持
续抓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戮戮力力同同心心抓抓党党建建 凝凝心心聚聚力力谋谋发发展展
菏泽市中医医院召开庆祝建党97周年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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