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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赵念东

12日上午，菏泽市城市管理
局副局长孙军与相关科室负责
人做客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
群众来电，并针对雨污水管网建
设、供暖与施工车辆带泥上路等
方面问题与市民进行交流。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现场获悉，
市政府今年计划投资2.44亿元，
对城区62条道路、140 . 6公里污
水管网进行新建及改造，目前已
完成改造133 .5公里，占比95%，
即将完工。

140公里雨污水管网配

套工程即将完工

市管理局副局长孙军介
绍，随着市区城市化进程不断
加快，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

的污水管网系统建设相对滞
后，部分道路未配套污水管网，
有的建设年久存在管网老化、
错位，形成污水外溢现象；有的
道路已配套但未实施雨污分
流，包括部分单位、企业、小区、
商户等也存在类似问题，造成
雨水伴有污水流入河道，形成
黑臭水体，严重影响了居民生
活及城市形象。

“今年根据市政府工作安

排，结合城区排水总体规划和
污水管网现状，投资2 . 4 4亿
元，对城区62条道路、140 . 6公
里污水管网进行新建及改造任
务。”孙军说，这将实现污水主
次管网及截污接管全覆盖、全
收集。对现有管网存在雨污混
流改造不彻底的部位及企事业
单位、住宅小区实现雨污彻底
分流，确保城区污水全收集、全
处理。

目前，城区 6 2条道路、
140 . 6公里污水管网已完成改
造133 . 5公里，占比95%，即将
完工。

暖气开通按缴费顺序

15日后正式供暖

记者从现场获悉，根据热
力公司供暖计划，2018年11月
10日永恒热力供热主管网开始
升压升温，届时小区将陆续开
通供暖，热力公司也将按照缴
费顺序为每户开启阀门，15日
后将正常供暖。

自11月5日开始陆续进行
开启供热阀门，将根据缴费先
后顺序进行，若家中无人暂不
可开启，待家中有人时方可开
启，以防出现家中无人暖气设
施漏水等的情况发生。

此外，为了帮助广大市民
解决供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菏泽永恒热力、菏泽民生热力
共公布了434个小区的供热管
理员及联系方式，您家中遇到

供暖问题，可直接拨打管理员
电话联系。详细可查看https://
m p . w e i x i n . q q . c o m / s /
gruUvBqujHIOzEmNWr_4zA。

渣土车不可再任性

卫星定位在线监控

目前，菏泽城区在建楼盘
较多，而施工车辆带泥上路现
象严重。施工车辆带泥上路需
从源头抓起，要求施工工地出
口道路硬化、安装专业冲洗设
备、配备专门冲洗人员，并做到
车辆出工地时车轮冲洗干净。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全面
推行渣土运输公司化管理，督
促全市渣土车辆按要求更换新
型车辆，市区整合渣土运输公
司36家，更换1100辆新型渣土
车，全部按标准统一安装顶灯、
标识(车身后侧放大反光号牌
及车门外侧喷涂公司名称、举
报电话)，统一安装卫星定位与
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联网对
接，实现在线监控。

菏泽市城市管理局做客政务服务热线：

城城区区雨雨污污水水管管网网配配套套工工程程将将完完工工

热线现场。

本报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人民政府印
发《菏泽市牡丹产业发展总体
规划(2018—2022年)》，力争到
2022年，在创新政策的支持下，
通过科学的系统研究和精细化
的统筹部署，充分挖掘牡丹作
为食品新原料和文旅新主题的
应用价值，在推进“菏泽市国家
牡丹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基
础上，培育20家牡丹产业龙头
企业，建设20个牡丹园林综合
体，建设牡丹国际商品大市场
(牡丹苗木、牡丹花卉和牡丹商
品)，打造牡丹“种苗繁育、花卉
培植、精深加工和文化旅游”等
四大产业集群，努力把菏泽建
设成“世界牡丹之都”。

推进科研与种植

体系建设

推进新品种选育、测试与
繁育基地建设，在中国牡丹应
用技术研究院的引领下，改造
和提升现有牡丹园林，建成5个
总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国家级
牡丹新品种繁育和测试基地。

推进龙头企业和牡丹园林
综合体的建设，通过并购重组
或者引进等方式，培育出20家
以上的牡丹产业龙头企业，以
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
展。以“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建设20
座总面积超过1万亩的集科技
研发、种苗繁育、示范种植、反
季节栽培与鲜切花栽培、生产
加工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牡丹
园林综合体。

引导农户或企业找准牡丹
产业的投资方向，引导农户或
企业逐步扩大油用牡丹种植面
积，力争到2022年，全市油用牡
丹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大力
引导种植大户和企业到适宜牡
丹生长的区种植油用牡丹，支
持牡丹区发展以油用牡丹种植
为重点的林下套种模式。

推进观赏牡丹

产业建设

  充分利用现有牡丹科研机
构和牡丹园林的科研力量，大
力推进现有观赏牡丹品种的分
类甄别与鉴定，完善观赏牡丹
新品种繁育与推广路径。通过
新技术育种，培植出花型更大、
花色更艳、花朵更多的系列新
品种。

大力发展牡丹反季节栽培
和鲜切花产业。对现有牡丹反
季节栽培、鲜切花、插花等栽培
生产基地和牡丹园林进行升级
改造，培育5个规模较大、设施
齐全、水平较高、品种丰富、管
理现代的观赏牡丹栽培示范
园。

大力发展观赏牡丹产业，
运用生物技术拉长牡丹花期，
同时通过设施栽培和牡丹种苗
的分类繁育，达到一年四季都
能观赏到牡丹的目的。强化观
赏牡丹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

的支持力度，建设规模化的观
赏牡丹龙头企业。

推进牡丹加工产业

集群建设

依托菏泽市国家牡丹农业
科技园区，建设牡丹产业深加
工园区，形成聚集效应，带动牡
丹深加工企业的招商引资工
作。

引导牡丹生产企业与中国
牡丹应用技术研究院等科研机
构合作，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
技术指导作用，重点开发具有
提高免疫力、促进妇婴体质发
育、促进青少年脑部发育、促进
老年人改善记忆和消除疲劳等
功能性高端食品。

大力推进牡丹衍生品的开
发，以菏泽巨野县牡丹书画基
地为基础，引导牡丹生产企业
与中国牡丹应用技术研究院等
科研机构合作，重点开发各类
高档牡丹礼盒、手绘丝巾、旗
袍、居家饰品、装饰品、芳香剂、

折扇、陶瓷，以及面塑、雕塑、雕
刻、书画、剪纸、音乐、戏剧等衍
生文旅产品。力争到2022年，培
育出10家专业生产企业，形成
规模超过20亿元的牡丹衍生文
旅产品市场，建成我国最大的
牡丹衍生文旅产品生产基地。

推进牡丹文化旅游

集群建设

  在深入挖掘菏泽牡丹、黄
河和历史等文化资源的基础
上，通过“大作品表现、大集团
运作、大景点支撑、大服务引
领、大活动汇聚”等五大战略
的实施，将山东旅游产业主题
从“一山、一水、一圣人”变为

“一山、一水、一花、一圣人”，
打造总产值达到200亿元以上
的牡丹文旅产业集群，带动菏
泽市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全面
发展。

推进提升改造曹州牡丹园
建设，以世界级的牡丹花城，国
际级的牡丹花园为目标，错时、

错品种差异化发展，打造全季、
全天、全龄、全空间的多维空间
平台牡丹IP文旅小镇，实现一
年四季有花，天天有游客，把曹
州牡丹园建设成为集牡丹观
赏、旅游、科研、康养、休闲娱
乐、产品体验为一体的城市靓
丽名片，成为推动牡丹产业快
速发展的新引擎。

规划和建设赵王河、七里
河国家牡丹湿地公园，牡丹小
镇、尧舜牡丹工业旅游区等，使
之成为菏泽市文化与旅游的核
心承载基地，建设包括中国牡
丹博物馆、国际国花博览园、国
际影视创作与拍摄基地、国际
房车露营基地、国际婚博基地、
航天科技娱乐基地、各类艺术
馆、博物馆、方特“熊出没”游乐
园和野生动物世界等文娱项
目。

在确保科研、种苗繁育和
产品深加工的基础上，通过改
造和提升曹州牡丹园、古今园、
凝香园、天香公园、中国牡丹
园、国花精品园、尧舜牡丹产业
园、瑞璞牡丹科技园、冠宇牡丹
科技园、环堤公园、赵王河公
园、天草药业牡丹园等现有牡
丹园林，达到国家级牡丹园林
的标准，使之成为菏泽市文旅
产业承载基础。在菏泽每个区
县和中心镇都要建设一座牡丹
园林，打造世界最大的牡丹园
林群落。

在菏泽交通主干道、主河
道两侧，建设多条牡丹生态景
观带，沿牡丹区国花大道北侧
建100米的牡丹观赏带。

推进牡丹影视剧的拍摄，
排演大型室外情景剧，深入挖
掘尧舜的经典历史与神话故
事，通过牡丹传奇故事，抓住
游客的猎奇心理，打造游客必
看的标志性娱乐节目，满足夜
晚文娱活动需求，形成“白天
赏花、晚上看戏”的文化旅游
格局。情景剧常年在曹州牡丹
园内演出，吸引国内外游客观
看。

《菏泽市牡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18—2022年)》出台，力争到2022年

努努力力把把菏菏泽泽建建成成““世世界界牡牡丹丹之之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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