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如坤

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菏泽市商务局获悉，为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老字
号品牌价值，充分发挥其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菏泽出台了关于保护和促
进老字号发展的实施意见，指
出到2020年力争发展“菏泽老
字号”达到40家以上、“山东老
字号”30家以上、“中华老字号”
实现零的突破。

至2020年力争实现

“中华老字号”零的突破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
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
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背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得
到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
誉的品牌，在满足消费需求、丰
富人民生活、展示民族文化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了解，根据商务部等16
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老字
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
件精神，结合菏泽实际，菏泽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保护和促进老
字号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指出，至2020年，保护
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支持体系
基本建立，老字号企业数量和
规模明显提升，自主创新和市
场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力争发

展“菏泽老字号”达到40家以
上、“山东老字号”30家以上、

“中华老字号”实现零的突破，
市级以上老字号企业整体营收
规模达到20亿元以上。

每2年开展一次

“菏泽老字号”评选认定

为此，菏泽将加强老字号
传承保护。将老字号发展纳入
城市规划、城市商业网点规划，
充分考虑老字号功能的保留、
延续与展示，重点保护好老字
号原有网点。在旧城拆迁改造
时，尽量在老字号原址或附近
安置，保留原有商业环境，鼓励
在原址原貌上发展老字号博物
馆、陈列馆、展示中心、特色街
区。

加强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
引导和支持老字号企业进行商
标、域名注册和专利申请。支持
老字号加快境外商标注册和商
标延展，为老字号企业积极“走
出去”提供支持。严厉打击各类
侵犯老字号商标权、专利权及企
业名称、商业秘密的不法行为和
假冒伪劣老字号产品。

加强老字号文化遗产保
护。支持老字号企业申报非物质
文化遗产，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
品牌、独特技艺、传承人依法纳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对
纳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老字
号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做好保护工作。

组织开展“菏泽老字号”认
定。制定“菏泽老字号”认定管

理办法。自2018年起，每2年组
织开展一次“菏泽老字号”评选
认定工作，从中择优推荐参加

“山东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
评选认定。

此外，菏泽还将通过一系
列举措推动老字号创新转型发
展，提升老字号文化影响力，加
强老字号人才队伍建设等。

新认定“老字号”

企业最高可获奖20万

在保障措施方面，加强财
政、金融、信贷等政策支持是举
措之一。据了解，菏泽对新认定
为“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将给予
2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山东老
字号”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对
新认定为“菏泽老字号”的企业
给予5万元奖励，以上奖励由受
益财政兑现到位。

对推进老字号工作成绩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市政府适时
予以表彰。统筹利用各级支持
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老字号企业实施传统
工艺保护、产品创新、技术升
级、宣传培育、连锁特许发展、
参展参会及老字号的恢复、挖
掘和传承等。

鼓励和引导有关金融机
构、信用担保机构等支持老字
号企业创新发展。鼓励老字号
企业开展资本运作，支持符合
条件的老字号企业上市。凡符
合减免税条件的老字号企业，
按照税法相关规定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

市政府出台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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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1月13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公布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的通知》，根据《菏泽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菏泽市大城市
试点创建工作方案等3个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 菏 政 字

〔2017〕25号)要求，市有关部
门组织开展了特色小镇推
荐、评选工作，经市政府同
意，确定将胡集祖源文化小
镇等12个小镇纳入市级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
菏泽市特色小镇创建名

单分别是牡丹区的胡集祖源
文化小镇，成武县的机电设
备智造小镇、汶上时装小镇，
单县的江北毛皮小镇、朱集
红色旅游小镇，巨野县的书
画艺术小镇、独山生态养殖
小镇、太平木艺小镇，鄄城县
的箕山兵圣旅游小镇，东明
县的庄子文旅小镇、马头富
硒生态健康小镇，开发区的
陈集山药小镇。

菏菏泽泽1122个个小小镇镇纳纳入入

市市级级特特色色小小镇镇创创建建名名单单

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贾国盼

“第一书记来了，社区环境
不再脏乱差、钱包鼓了、交通方
便了、我们还有了文化小广场，
娱乐项目也多了。”……中国银
行山东省分行派出宋红军和付
海涛，为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
相邻的前沙海、中沙海两个居
民社区的“第一书记”后，他们
作为村级带头人，以美丽乡村
为目标，围绕产业开发、精准扶
贫、党建等，深入调研，精心谋
划出一条属于中沙海和前沙海
社区的美丽乡村发展之路，赢
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普遍好
评。

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中沙海社区的“轻沙地”特
别适合种植山药，一直以来，山
药已成为周边农户的主要种植
作物，当地也形成了全国重要
的山药交易市场，每年中沙海
社区的山药批发市场年交易量
可达1万吨左右。

良好的地理优势为中沙海
社区山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山药的储
存不便直接影响了山药的销售
价格。中沙海社区的“第一书
记”付海涛入村调研后，利用财
政资金85万元和中国银行山东
省分行帮扶资金15万元，将社
区集体废弃的旧厂房盘活，改
建成了一座库容6000多立方米

的恒温库。恒温库出租给个人，
租金成为集体收入，当年就为
村里增加了20多万元的集体收
入，而且为本社区35户建档的
贫困户带来了10 . 5万元的分
红。该项目同时入选了今年的
政府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在原
皮厂闲置厂房基础上改造建设
恒温库2300立方，年可储存山
药700吨，实现收益7万元。

前沙海社区一直有养殖肉
牛、羊以及屠宰交易的传统，宋
红军担任该社区“第一书记”
后，利用省财政支持的扶贫资
金60万元和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帮扶的15万元，新建现代化
养牛大棚一处，预计每年可收
取租赁金6万元。今年四月份又

争取了15万民族产业发展资
金，继续用于养殖厂的扩建和
配套设施完善，先后建设养殖
车间一栋，配套饲料棚三处，配
房六间等。年可增加收入5万
元，带动饲料玉米种植一千亩，
每亩土地可增收50元，受益户
达到350余户。

此外，两位“第一书记”还
积极提高社区内的山药、清真
糕点、清真盐焗鸡、清真调味
品、民族皮毛工艺品等8种产品
的工艺水平和包装档次，多次
召开电商发展会议，拓宽产品
网销渠道，把特色产品推向更
广阔的市场。

据悉，目前前沙海社区37
户建档的贫困户，及中沙海地

区33户建档的贫困户已基本实
现脱贫。

文化娱乐“活”起来

针对前沙海、中沙海社区
文化设施少、文化活动少等情
况，该社区“第一书记”宋红军
和付海涛入村后，经过多次走
访和村民交谈，将开展文化活
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
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建设活动，
努力让村文化“活”起来。

两位“第一书记”积极协调
资金，在两个社区均建设了文
化小广场，配备健身器材、音响
等，有了活动场所后，又先后组
建起了广场舞小组、戏曲小组，
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小广场建的好，年轻人可
以在这锻炼，中老年人可以在
这跳广场舞，还能看看演出，是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社区居民
对小广场的的建设都交口称
赞。小广场不仅丰富了居民的
精神生活，还进一步提升了社
区整体形象和居民的幸福指
数。

前沙海、中沙海社区是回
族社区，中沙海社区“第一书
记”付海涛还在文化建设中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社区
内建设民族团结教育基地，积
极传播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
正能量，传播优秀民族文化。

绘就“美丽乡村”蓝图

美丽乡村建设任重而道
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科

学地规划。为筑牢前沙海、中沙
海社区工作基石，“第一书记”
宋红军和付海涛立足实际，听
取多方意见，与社区领导班子
共同设计了社区规划蓝图，不
仅要摘掉前沙海、中沙海社区
贫困村帽子，还要将两社区建
设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宋红军和付海涛入社区
后，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带领广大群众认真搞卫生，对
村容村貌进行绿化美化。目前，
两社区都完成了主要道路的绿
化，其中，前沙海社区绿化道路
3公里，绿化广场2处，栽种树木
花草500多棵。

两位“第一书记”将城乡环
卫一体化活动当作“美丽乡村”
建设的突击战，推出了村庄环
境的长效机制方案，制定了《村
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签订了

《社区卫生公约》、发起了《倡议
书》，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带头，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社区开展了“清真生活、美
丽庭院”评比活动，社区干部定
期巡查，利用社区广播每天播
送卫生要求。还在“为村”平台
进行了社区“我身边的好人好
事”手机摄影比赛，以此配合社
区环境长效治理。

郁郁葱葱的绿化、平坦宽
阔的柏油路、宽敞的文化小广
场……前沙海、中沙海社区“第
一书记”宋红军、付海涛到来
后，社区悄悄变化，居民的精气
神也悄然改变，一幅美丽乡村
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来来了了 贫贫困困村村悄悄悄悄变变了了
中行“第一书记”宋红军、付海涛用心织就前沙海社区、中沙海社区“美丽乡村”蓝图

村貌对比。

曹曹县县开开展展

全全方方位位安安全全生生产产教教育育培培训训
本报讯(通讯员 段雷)

为加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营造安全生产宣传氛围，曹
县11月4日组织开展了普连
集镇干部职工和企业负责人
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会议。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
要深刻认识目前安全生产形
势，抓好冬季安全生产工作；
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认真落

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抓生产勿忘抓安全。此次
集中教育培训会议给全体干
部职工敲响了责任担当警
钟，给企业负责人上了一堂
印象深刻的警示课。

下一步，曹县将继续加
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力
度，督促所有县安委会成员
单位和乡镇办事处进行全覆
盖式集中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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