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B01-B08版 本版编辑：李凤仪 组版：皇甫海丽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在在基基层层广广阔阔天天地地大大显显身身手手
市派第三轮第一书记工作总结暨第四轮第一书记及“万名干部下基层”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本报菏泽7月18日讯(记者
李德领) 7月16日，市派第

三轮第一书记工作总结暨第四
轮第一书记及“万名干部下基
层”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委副书记张伦主持会
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春
英出席会议。

陈平指出，帮扶工作开展
以来，省派服务队和市派第三
轮第一书记，围绕抓党建聚民
心、抓项目谋发展、抓和谐促稳
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今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期，也是脱贫攻坚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交汇期，必
须持续深化第一书记和“万名
干部下基层”工作。

陈平要求，要当好产业
振兴的带头人，加快发展壮
大 乡 村 产 业 和 村 级 集 体 经
济；当好人才振兴的招募人，

吸 引 更 多 人 才 返 乡 创 业 就
业；当好文化振兴的铸魂人，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当好生态振兴的守护人，不
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当好
组织振兴的责任人，打造坚
强基层战斗堡垒；当好服务
企业的贴心人，助力菏泽企
业不断发展壮大。

张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突出重
点，压实责任，强化保障，帮助
选派干部全身心投入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新旧动能转换等
工作，为加快实现后来居上贡
献智慧和力量。

会上，李春英宣读了《关于
成立“万名干部下基层”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的通知》《关于通
报表扬赵峥嵘等84名第一书记
和赵恕松等13名工作组组长的
决定》，申传立、刘兴磊等7名同
志做了发言。

据悉，根据市委、市政府统
一安排，2017年5月，385名第一
书记和10名工作组组长深入农
村一线，帮助建强基层组织、引
领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着
力办好为民实事。两年来，市派

第三轮第一书记帮助村级党组
织发展党员267名，培养后备干
部360名，健全管用制度931个，
争取社会资金1 . 1亿元，培育
特色产业501个，新增村级集体
经营性收入1677 . 25万元，帮

助233个村修路570 . 51公里，
帮助137个村通电、183个村通
自来水，为3 . 3万户5 . 5万贫困
人口落实帮扶措施，通过扎实
有效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帮包
任务。

菏菏泽泽四四项项目目入入选选
省省冬冬春春文文化化惠惠民民活活动动品品牌牌项项目目

本报菏泽7月18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近日，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18—
2019年度山东省冬春文化惠
民活动品牌项目，菏泽市四
个项目入选。

入选的项目包括定陶区
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的
两夹弦非遗展演进万家活
动、郓城县群星文化艺术团
的助力脱贫攻坚新时代文明
实践戏曲惠民巡回演出、菏
泽市群众艺术馆的菏泽市优
秀民间艺术汇演、东明县文

化和旅游局的东明县冬春送
文化系列活动。

据了解，为进一步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
开展了2018-2019年度全省
冬春文化惠民季活动。活
动期间，全省开展冬春文
化惠民活动53000余场次，
参演人数达461 . 1万人次，
惠及群众1696万人次，极大
提升了全省城乡居民的文
化生活水平。

本报菏泽7月18日讯(记者
潘涛) 7月17日，菏泽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发布了《菏
泽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对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
管理、政府回购、监督管理等方
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意见》指出，经济适用住房
是指政府行政划拨供地并提供
税费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
销售价格、按合理标准建设，经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批准向城市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
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意见》对经济适用住房的
上市交易管理作出明确规定，经
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
权，在未补缴土地出让金和民用
建筑项目综合配套费等相关价
款，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之前，
不得用于出租经营。且市交易，
应当按有关政策规定缴纳土地
出让金和民用建筑项目综合配
套等相关价款。购房人申请上市
交易的，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对

购房人是否符合上市交易条件
出具审核意见。购买经济适用住
房满5年，如需上市交易的，应按
照《意见》规定程序办理。

且具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不满5年、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不
同意上市交易、已被政府列入征
收范围的、未按规定办理有关土
地出让手续和补缴民用建筑项
目综合配套费等相关价款、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不宜上市交易
的情形下，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
市交易。

菏菏泽泽发发布布经经适适房房上上市市交交易易通通知知
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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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将于7月25日、30日，分别组织
考生(含春季高考，夏季高考
普通文理科、艺术类、体育类
等)网上填报专科(高职)提前
批和普通批志愿，我市符合填
报普通专科(高职)志愿的考
生3万余人，为帮助考生选报
学校，帮助学校选招考生，《菏
泽日报》、《齐鲁晚报 .今日菏
泽》、《牡丹晚报》、菏泽市招生
考试服务中心于7月21日，在
菏泽一中(人民路校区)联合
举办菏泽市第十六届普通专
科(高职)院校招生咨询会。届
时，省内外高校招生负责人和
填报志愿专业人员将现场接受
咨询，指导考生填报志愿，免费
发放有关材料。

菏泽市高校招生咨询会
是为考生服务的社会公益性
活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
考生及家长收费，凡高考成绩

达到专科资格线的，均有可选
择的院校，欢迎考生和家长参
会咨询。截止目前，报名参会
的高校有：菏泽学院、青岛理
工大学、烟台大学、临沂大学、
齐鲁师范学院、哈尔滨工程大
学职业教育、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山东管理学院、山东农业
工程学院、山东女子学院、枣
庄学院、齐鲁理工学院、潍坊
理工学院(原山东师范大学历
山学院)、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山东外国语职业大学、山东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菏泽医学专科
学校、菏泽职业学院、菏泽家
政职业学院、菏泽技师学院、
单县湖西高级中学、山东职业
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临
沂职业学院、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东营职业学院、潍坊
职业学院、莱芜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徐州

工业职业学院、山东药品食品
职业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
院、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山
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江苏农
牧科技职业学院、聊城大学东
昌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江
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烟台南
山学院、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
术学院、青岛滨海学院、江苏农
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安全技
术职业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
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淄
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黄岗职
业技术学院、山东商务职业学
院、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山
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威海职
业学院、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
院、淄博职业学院、山东海事职
业学院、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烟
台大学文经学院、山东广播电
视大学 (山东职业学院西校
区)、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济南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学
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山东圣
翰财贸职业学院、烟台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菏泽市华侨留学
服务中心、枣庄职业学院、山东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威海海洋职业
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山东工业
职业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日照
航海工程职业学院、山东水利
技师学院、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济南护理
职业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空中乘务专
业、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烟台黄
金职业学院、山东轻工职业学
院、泰国格尔大学、烟台大学国
教学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山
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日照职

业技术学院、德州职业技术学
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外
贸职业学院、齐鲁医药学院、青
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枣庄科
技职业学院、山东技师学院、山
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烟台职
业学院、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山
东交通职业学院、齐鲁医药学
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
会职业学院、山东力明科技职
业学院、山东医药技师学院、南
京信息职业学院、扬州中瑞酒
店职业学院、山东化工职业学
院、山东公路技师学院、山东工
程技师学院、曲阜远东职业技
术学院等。
咨询会服务电话：0530-5511071
联系人：刘老师13583099910、
13518600928
菏泽日报：18905308269
牡丹晚报：15005300136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
15615301228

菏泽日报、齐鲁晚报·今日菏泽、牡丹晚报、菏泽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菏菏泽泽市市22001199年年普普通通专专科科((高高职职))院院校校招招生生咨咨询询会会
时间：7月21日8:00-16:00 地点：菏泽一中(人民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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