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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赵念东

5月14日，菏泽市商务局做
客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群
众热线电话，并针对全市货物
进出口额、电子商务以及便民
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问题进行
讲解。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现场了解到，为提高菏泽商
业服务供给水平，为居民营造
便利、实惠、安全的智能社区商
业服务环境，力争2022年底，在
主城区建设一批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和便利店，在农村建设一
批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建
设改造社区便利店和便民服务
中心500家以上。

一季度货物进出口

完成126 . 3亿

记者从现场获悉，2019年
一季度，全市货物进出口完成
126 . 3亿元，同比增长28 . 5%，
增幅居全省第2位，高出全省增
幅23 . 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和
进口分别完成37 . 1亿、89 . 2亿
元，分别增长7 . 6%、39 . 9%，进
口增幅居全省第2位。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家，合
同外资4551万美元，实际使用
外资4406万美元，同比下降
2 9 . 9%。实际境外投资完成
9 9 1 . 2 万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28 . 3%。实现商贸物流业交易
额992 . 7亿元，同比增长11%。
24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0 . 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实现495 . 95亿元，同比增长
9%。

此外，电子商务交易额完
成1188亿元，同比增长50 . 3%。
全市省级开发区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完成
25 . 3亿元，176 . 8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0 . 8%、10 . 9%。预计1-4
月，全市进出口完成157 . 3亿
元，同比增长11%左右。实际利
用外资4506万美元。实际境外
投资1200万美元。商贸物流业
交易额实现1320亿元，同比增
长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640亿元，同比增长6 . 5%。电
子商务交易额实现1565亿元，
同比增长44 . 9%。

今年将打造

60个电商镇、400个电商村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电
子商务工作中，菏泽将重点围
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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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目标，加快推进农村电商提档
升级、电商与传统产业深度融
合和国际化进程。其中，在农业
电商方面，力争2019年，全市形
成60个电商镇、400个电商村；
300个淘宝村、40个淘宝镇。

推动农业电商迭代升级，
持续推动以淘宝村镇为主的电
商村镇建设，结合菏泽实际，促
进现有的淘宝村镇提档升级，
力争2019年，全市形成60个电
商镇、400个电商村；300个淘宝
村、40个淘宝镇。

拓展菏泽市乡村基层服务
网络，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农村
淘宝服务站点、京东服务站点

等村级服务站点的全覆盖，加
大扶贫力度和措施，力争2019
年增加一个“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利用好腾讯“为
村”平台，建立县、镇、村农村电
子商务综合服务体系，注重与
农村党建、文明创建、乡村治理
等工作结合起来，增强农村发
展活力。

此外，鼓励“互联网+品
牌”创建，借助阿里巴巴、京东、
苏宁、拼多多等知名电商平台，
为菏泽重点企业量身定制专属
品牌升级方案。2019年，重点培
育30个菏泽市“互联网+”优势
品牌。结合山东省重要产品追
溯体系示范市创建工作，建立
健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加快
电子商务与追溯体系、与冷链
物流的三网融合，助力全市农
产品上行。

社区便利店

服务菏泽人

据悉，为提高菏泽商业服
务供给水平，为居民营造便
利、实惠、安全的智能社区商
业服务环境，力争2022年底，
在主城区建设一批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和便利店，在农村建
设一批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
心，建设改造社区便利店和便
民服务中心500家以上，新零
售业态入驻社区，不断满足居
民生活需要，提升便民生活服
务保证水平。

按照“统筹规划，稳步推
进”的方式，以大型社区、写字
楼、车站等人口密集区为重
点，合理规划布局智慧便利
店。支持发展无人店、无人架、
生鲜自动售卖机、生鲜自提柜
等新零售业态入驻社区，推广
网订店取、自助提取、代收服
务等末端配送模式，探索线上
线下融合的物流服务管理模
式。

引导社区零售企业与电商
企业在供应链、配送等方面合
作，引进先进便利店技术和经
营模式。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引导社区连锁企业自建或引进
第三方企业信息管理平台、商
品管理系统、物流及供应链管
理系统，打造智慧社区生活服
务网络，提高流通效率，促进居
民消费。

拓展服务功能，引导社区
连锁便利店企业通过整合供应
链和服务资源，积极对接服务
供应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
逐步加载餐饮、家政、缴费、洗
衣、快递、生鲜配送等便民服务
功能。

提高菏泽商业服务供给水平，2022年底主城区将

建建设设改改造造便便民民服服务务中中心心550000家家以以上上

本报菏泽5月15日讯(记者
李德领) 13日，“全国助残

日”到来之际，为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关爱盲人朋友，菏
泽市图书馆、菏泽市特教中心
联合举办的菏泽市盲人数字推
广工程启动暨光明使者志愿者
团队成立仪式举行。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14日起，
菏泽市图书馆开始免费为盲人
群体办理外借盲人智能听书
机。

本次活动是盲人数字阅读
推广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针
对盲人群体的视障特点，市图
书馆采购1000台便携式听书
机，依托公共图书馆及特教中
心，向视障群众免费借阅。听书
机内置音频文化资源，并且具
有网络下载功能，通过听书机
和网络，盲人读者可以获取海
量资源的阅读体验。同时市图
书馆还为特教中心的师生们更
新了最新的盲文图书、播放了
无障碍电影———《飞驰人生》。

5月14日起，盲人读者可凭
身份证(或户口本)、残疾证办
理免费盲人智能听书机外借手
续，每位读者限借一台，借期12
个月。如需在期满后继续使用，
可在到期前1个月内通过拨打
视障阅览室服务电话或到馆提

出续借申请。
正常使用出现机器损坏无

需赔偿，因不当使用造成损坏，
将根据设备维修的实际费用赔
偿相应金额；遗失须购买相同
品牌型号听书机或按原价赔
偿。办理时间：周二至周日9:00
- 1 7 : 0 0，联系电话：0 5 3 0 -
5239111，办理地址：菏泽市牡
丹区丹阳路669号，菏泽市图书

馆一楼总咨询台。
下一步，菏泽市图书馆将

充分利用此批设备，大力开拓
利用各类无障碍技术，依托前
期建立的“光明之家·视障数字
阅览室”服务阵地，大力开展服
务活动，以听书机免费借阅和
无障碍电影巡回播放两项工作
为重点抓手，把更多更好的文
化资源传递到盲人读者身边。

菏菏泽泽启启动动盲盲人人数数字字推推广广工工程程
盲人可去图书馆办理外借盲人智能听书机

耄耄耋耋老老人人乘乘车车迷迷路路
城城际际公公交交人人爱爱心心接接力力助助其其回回家家

本报菏泽5月15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王
哲) 14日，一位八旬老人上
了东明线路公交车后，竟想
不起来要去哪里。幸运的是，
城际公交驾驶员韩伟礼最终
帮她找到了家人。

5月14日下午，驾驶员
韩伟礼驾驶城际公交车辆
从菏泽发往东明，在经过市
立医院站点时，一位8旬老
人随乘客一起上了车，驾驶
员韩伟礼看老人单独一人
乘车，便上前询问老人要去
哪里，老人说自己迷路了不
清楚自己家的具体地址，看
着老人一脸焦虑，韩师傅耐
心安抚。

为防止老人发生意外，

韩师傅第一时间向车队说明
情况并表示把老人送到城际
公交发车区，在征得车队同
意后，韩师傅返回城际公交
发车区。到达车场后，韩师傅
把老人搀扶下车交由调度人
员汪慧杰，随后便迅速投入
运营中。

在车场，老人的情绪再
次激动慌张起来，一边哭一
边念叨着要回家。汪慧杰耐
心地安抚老人情绪，待老人
情绪稳定后通过老人手机联
系上了老人的家人。随后把
老人送到回家的公交车上，
并成功帮助老人返回家中。
事后，调度员汪慧杰给老人
的家人打电话确认老人已安
全到家。

热热线线现现场场。。热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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