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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召召开开传传承承红红色色基基因因

工工作作经经验验交交流流会会

本报菏泽11月1日讯(记
者 王雅楠) 为推动菏泽
市传承红色基因教育活动
的深入开展，11月1日，菏泽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召开了关于传承红色基因
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各县
区关工委、学校针对青少年
的红色基因教育进行了总
结和汇报，菏泽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春英就下一步
红色基因的传承做出了重
要部署。

李春英在会议上表示，

传承红色基因是事关党的事
业血脉永续、薪火相传的传
略工程，同时也是教育引导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迫切要
求，是发挥“五老”优势的有
效载体。李春英说：“菏泽是
著名的革命老区，具有优良
的革命传统，丰富的红色资
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红
色资源，让青少年了解菏泽
的革命史、斗争史，了解先模
人物的感人事迹，了解家乡
的发展变化，从中受到感染、
得到教育。”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1日上午，菏泽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情况
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局长耿
振华介绍了全市电子商务产业
发展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会
上获悉，该市电子商务呈现了
星火燎原的发展之势，创造了
电商发展的“菏泽速度”，目前
菏泽正在加快推进打造“鲁苏
豫皖交界地区具有区域竞争
力、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电子
商务中心城市”建设。

淘宝村镇新突破

数量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淘宝村”成为中国农村
草根“双创”微缩景观，成为
中国农村电商国际化的“符
号”。

耿振华介绍，在10月27
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淘宝村
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今年的淘
宝村镇情况，菏泽市淘宝村
镇数量继续位居全国地级市
第一位。今年，全国共发现
3202个淘宝村，其中山东省
367个淘宝村，菏泽市267个
淘宝村，占全省的73%(3/4)、

全国的8 . 3%(1/12)；全国共
发现363个淘宝镇，其中山东
省48个淘宝镇，菏泽市35个
淘宝镇，占全省的73%(3/4)、
全国的9 . 6%(1/10)。

目前，农村电商已成为菏
泽市一张靓丽的名片。

跨境电商新突破

成菏泽出口主要拉动力

据介绍，菏泽市实绩进出
口企业680家，开展跨境电商企
业近400家，其中有270家企业
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出口，其

他企业通过阿里巴巴速卖通、
中国化工网交易平台、eBay、亚
马逊、环球资源和中国制造等
平台从事跨境电商的出口贸
易。

其中，曹县的木制品产业
带，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木
制品制造出口基地(占全国出
口额的10%以上)；鄄城的真人
发产业基地，是全国主要的真
人发出口基地。

今年前三季度，跨境电商
完成出口2 . 6亿美元，同比增
长14 . 7%，成为菏泽市出口的
主要拉动力。

电商扶贫新突破

让43个贫困村整村脱贫

目前，菏泽全市镇村级服
务站发展到7800个，贫困村村
级服务站覆盖率达90%以上，
受益贫困群众2 . 5万人，共有
563个贫困村发展电商，43个贫
困村发展为淘宝村，实现整村
脱贫，电商扶贫成为精准扶贫
的新亮点。

其中，郓城县入选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将
获得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

持；大集e裳小镇、天华电商小
镇入选首批“山东省电商小镇”
创建单位。

省商务厅向菏泽市拨付专
项电商扶贫培训资金。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共举办不同层次
不同级别的电商培训班416期，
培训电商人才4 . 9万余人，其
中培训贫困人口5100余人。

零售模式新突破

线上+线下全面开花

菏泽市积极推行线上线下
有效结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新零售
新模式。

目前，菏泽市智能无人零
售终端—小卖柜进入居民社
区、广场、办公写字楼等多个场
景，已在市区布点350台并投入
使用，成为全省唯一自主运营
城市；天猫优品2018年初在菏
泽开始运营，目前菏泽地区建
成天猫优品服务站共计39家；
京东便利店的定位是京东线下
版本的创新型智慧门店，市区、
镇、村京东便利店建设了320
家。

此外，三信、佳和、大福源
等传统商贸业、和平饭店、牡
丹大酒店等餐饮业，推进零
售市场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
展，促进线上交易与线下交
易融合互动，实现升级改造
全面开花。

全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

菏菏泽泽电电商商发发展展实实现现众众多多新新突突破破

省、市级重点水利工程

投资17 . 7个亿

今年入汛以来，面对“摩
羯”、“温比亚”等台风袭击，菏
泽受灾轻微，主要得益于全市
多年来的水利建设成就，但水
利薄弱环节仍然存在。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的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加快
消除水利工程防洪隐患要求，
提高水利工程防洪减灾、抗旱
除涝能力，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体制机制，菏泽将抓住冬春有
利时节，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建
设。

推进省级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大力推进高新区魏楼水库、
定陶田集水库、单县大沙河水
库和郓城杨庄集水库建设，加
大社会资本投入力度，确保年
底 前 完 成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90%，计划投资128018万元，其
中省以上补助资金25620万元。
推进市闫潭引黄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防渗衬
砌输水渠18公里，新建改建建
筑物20座，完成投资6000万元；
推进市谢寨灌区续建配套节水
改造工程建设，新建、改建建筑

物103座，改建水闸4座、桥梁60
座、涵洞2座，完成投资3000万
元。
 在市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方面，实施闫潭防沙闸改造，闫
潭、谢寨、刘庄引黄闸闸前清淤
等工程建设，解决引水难问题，
为全市城乡生活、工业农业和
生态用水提供可靠水源保障。
改建防沙闸1座，治理渠道长度
15公里，完成土石方77万立方
米，计划投资3300万元。

实施市东鱼河、市东鱼河
北支、市洙赵新河、市洙水河、
市赵王河、市安兴河等6条重点
河道清淤开卡工程建设。治理
长度78公里，完成土石方579万
立方米，计划投资14708万元。
完成市东鱼河流域、洙赵新河
流域等骨干河道26座病险水闸
除险加固工程的勘察设计工
作，确保纳入国家投资计划。

县、乡村重点水利工程

投资2 . 5个亿

《通知》中称，本次冬春水
利建设计划总投资20 . 2亿元，
其中，省级重点工程15 . 8亿
元，市级重点工程1 . 9亿元，县
级重点工程1 . 8亿元，乡村级
水利工程0 . 7亿元。其中，县级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有实施

郓城县苏阁南送水干线，东明
县沙窝灌区二分干，东明县三
春集灌区一干渠下段、四干渠、
四分干，东明县堡城灌区堡城、
谢寨抗旱渠，东明县冷寨灌区
北滩干渠下段，鄄城县苏泗庄
灌区杨楼、兰庄、金堤输沙渠，
鄄城县旧城灌区引黄闸闸前清
淤等12个治理项目，治理长度
92公里，完成土石方225万立方
米，计划投资1021万元。

治理县级重点河道46条、
398公里，完成土石方1394万立
方米，计划投资16755万元；做
好县级骨干河道病险水闸除险
加固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确
保工程有计划逐步实施。

在乡村级水利工程建设方
面，清淤开卡渠道852公里，疏
通“竹节沟”2017处、542公里，
埋设涵管1440处、11522米，维
修、改建水毁建筑物894座，完
成土石方1070万立方米，计划
投资7020万元。

此外，还将结合“清河行动
回头看”、河湖“清四乱”和本次
冬春水利建设，继续深入开展
河湖清违清障整治专项行动，
全面清除河湖管理范围内各类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高杆作
物、林木和建筑、生活垃圾等，
2019年汛前河湖违法问题全部
清零，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菏菏泽泽计计划划投投资资2200..22亿亿建建设设冬冬春春水水利利
工程建设将在12月初全线开工

曹曹县县开开展展安安全全生生产产风风险险隐隐患患

大大快快严严集集中中行行动动

本报曹县11月1日讯(通
讯员 段雷) 为进一步做
好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根据
省、市安全生产有关要求，曹
县强化工作措施，狠抓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要求各乡镇
办事处、各行业主管部门10
月15日前对所辖各类生产经
营单位全部检查到位，坚决
做到隐患排查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所有乡镇
办事处都要聘请专家参与检
查，查深、查细、查透。

自9月1日至10月15日，
全县共聘请专家590人次，
检 查 各 类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3572家(含木材加工企业)，
发现隐患和问题19854处，

已督促整改13943处。关停
和采取强制措施企业 2 5 4
家。

10月14日，组织召开全
县安监系统工作会议，制定
下发了《县安监局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从现在开始至12月
底，在全县开展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要求
各乡镇办事处要把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纳入
风险隐患“大快严”、“百日攻
坚”集中行动，严格落实“三
个一律”，对隐患严重不能保
证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立
即责令停产停业整改，确保
万无一失。

新新闻闻发发布布会会现现场场。。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赵念东

近日，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菏泽市2018年度冬
春水利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为提高全市水利工程防洪减灾、抗旱除涝能力，进一
步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抓住冬春有利时节，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此次冬春水利建设计划总投资20 . 2亿，其中，省级重点工程15 . 8亿，市级重点工程1 . 9
亿，县级重点工程1 . 8亿，乡村级水利工程0 . 7亿，将在12月初全线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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