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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西区所辖县市区举办以“红动湖西”为主题的红色故事讲解大赛活动

让让优优秀秀红红色色文文化化资资源源活活起起来来、、动动起起来来
本报单县7月29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谢丽 刘
格)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湖西抗日根据地创立80周
年，7月26日，菏泽单县举行“红
动湖西”红色故事讲解大赛启
动仪式。活动参与范围涵盖鲁
苏豫皖26个县市区，旨在弘扬
湖西老区革命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让优秀红色文化资源活
起来、动起来。

当日上午，与会人员先后
到单县牌坊广场、平原省湖西
革命历史纪念馆、民俗博物馆、
湖西红色教育基地、浮龙湖等
进行了实地参观，听取了讲解
员对各地红色历史的详细介
绍，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追寻红
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实地接
受红色革命传统教育。

下午，举行“红动湖西”红
色故事讲解大赛启动仪式。菏
泽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马喜
荣介绍称，湖西区因其大部位
于南阳、独山、昭阳、微山湖以
西，故称湖西区。包括今江苏省

徐州、山东省菏泽、济宁、枣庄，
安徽省宿州、亳州，河南省商丘
的大部或部分。湖西区早期是
与冀鲁豫区、豫皖苏区齐名的
抗日根据地。

“为了民族独立和全国解
放，湖西区作出了巨大牺牲，每
县都有一本厚厚的烈士英名
录。仅湖西革命烈士陵园就安
葬2600多名为国捐躯的革命英
烈。”马喜荣称，希望大家紧紧
围绕湖西革命人物、革命文物、
革命事件和革命精神，深入挖

掘整理蕴藏其中感染人、教育
人、鼓舞人的红色故事，让沉淀
于湖西大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活
起来、动起来，汇聚起全社会牢
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争
做时代新人的磅礴正能量。

活动分为初赛，复赛，决赛。
大赛结束后，将组织获奖选手成
立湖西红色故事宣讲团，分赴苏
鲁豫皖四省各县区开展宣讲活
动，最大限度拓展本次大赛的社
会影响和教育效果，同时结集出
版湖西红色故事图书。

菏菏泽泽668844名名城城乡乡特特困困人人员员

有有集集中中供供养养需需求求

本报菏泽7月29日讯(记
者 张建丽) 为全面掌握
辖区内城乡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包括全自理、半护理、全
护理特困人员)供养需求，菏
泽市全面开展了特困人员供
养需求摸底调查。

本次摸底调查，按照“每
户必入、入户见人”的工作原
则，工作人员采取逐一到户
的方式，深入到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家中，详细了解基本
情况和集中供养意愿，认真
填写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
调查表，切实摸清底数、掌握
实情。

对无法准确表达自己意
愿的特困人员，工作人员还
现场征求其委托照料人或亲
友的意见，结合其生活自理
能力、委托照料服务落实情

况等，综合评估其集中供养
需求。对核实后的所有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按照“一人一
档”要求，整理完善特困供养
人员档案，并及时录入到《山
东省救助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为落实生活不能自理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经调查，目前全市分散
居住城乡特困人员684名有
集中供养需求。各县区将根
据本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集
中供养需求摸底调查结果，
结合本辖区内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现状，尽快安排他们入
住具备条件的中心敬老院、
公办养老机构，或通过政府
购买养老服务委托民办养老
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年内实
现愿进全进、应养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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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谩骂骂执执法法人人员员被被行行拘拘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军
明 ) 近日，东明县执法局
工作人员对街头违章摊点
进行清理时，男子王某因占
道经营被工作人员多次劝
阻，王某不仅不听劝，还阻
碍执法，后来为泄愤竟在直
播平台谩骂执法人员。目
前，王某已被东明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

为加强城市卫生管理，
近期，县执法局工作人员依
法对街头违章站摊进行清
理，王某占道经营却拒不接

受执法人员多次劝阻，期间
还抱住执法人员的身体阻碍
正常执法，还在某直播平台
上对执法人员进行谩骂。

目前，东明县公安局已
依法对违法人员王某处以行
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任何在网上辱骂他
人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
裁，公民若对执法人员在执
法过程中有异议，可以通过
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本报菏泽7月29日讯(记者
张建丽)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菏泽市民政局获悉，
为助力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顺
利迈入校门，菏泽将开展低保
困难家庭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工
作，符合条件即可申请！经当地
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将获得
5000元/人的救助资金。

菏泽市各县区高度重视
今年低保家庭考入大学的新
生入学救助工作，全面排查城
乡低保家庭高等教育新生录
取情况，摸清困难群众大学新

生救助需求底数；严格按照
《关于实施城乡低保家庭高等
教育新生入学救助办法的通
知》规定，审核申请人条件；加
强与教育部门信息比对，确定
救助资格；对于符合救助条件
的，要按照每人5000元的标准
落实救助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确保低保困难家庭大学新生顺
利入学。

据悉，只要是2019年考上
大学并被录取的菏泽地区大学
本科新生，家庭经济困难(主要
是城乡低保家庭)并自愿接受

公开资助的，提交材料(居民户
口簿、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原件及
复印件；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
原件及复印件；民政部门认为
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向当地
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当地民
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将获得
5000元/人的救助资金。

同时，民政部门还将积极
联合慈善等社会力量，发挥社
会组织优势，开展慈善助学，尽
力扩大救助范围，确保困难家
庭考入大学的新生获得救助。

菏菏泽泽开开展展低低保保困困难难家家庭庭大大学学新新生生救救助助
符合条件者每人5000元

本报菏泽7月29日讯(记者
周千清) 日前，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城际公交
有限公司获悉，第二批120辆新
能源公交车已经到位，经过前
期一些设备的调试安装，新车
在菏泽城际公交相关线路上投
入运营。此次120辆新车均为新
能源公交车，车辆长12 . 7米，
最大承载人数达到81人，增加
了核载人数，大大增加了城际
公交的运输能力。

 据介绍，新能源公交车不
仅增加了核载人数，而且具有
诸多新的性能，可以有效保障
驾乘安全。这些新性能包括疲
劳驾驶系统、全车雷达预警系
统、全车监控系统、客舱喷淋灭
火系统、一键控制系统等。其中，

疲劳驾驶检测系统可以借助人
脸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出驾驶员
打哈欠、抽烟、闭眼、打电话、低
头等危险状态，并将照片传回管
理后台，为安全驾驶多上了一把
锁。全车雷达预警系统，与360环
视系统进行融合，可以更精准地
识别发现障碍物情况。全车配备
10多个监控探头，可以做到全
方位无死角无缝隙监控，对于
车上的突发情况做到及时准确
监控；乘客舱喷淋灭火系统，能
够在发生火情时快速响应，采
用喷淋式灭火，给乘客迅速逃
生做好了充分准备。“比较重要
的是车身有多条逃生通道，一
键按下去，可同时开启全车车
门及上移全开式应急安全窗，
瞬间打开多条逃生通道，车窗瞬

间就能变成紧急出口。”菏泽城
际公交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目前，新车各项性能指标
检测完毕，交接手续齐全，7月
29日，这120辆新能源公交车分
别投入运营到曹县、单县、成
武、郓城、巨野等线路中，替换
部分老旧车辆。
 据了解，菏泽城际公交在
市区汽车总站、原西站和火车
站设三个发车区，开通公交线
路13条，其中定陶线路3条，成
武、单县、鄄城各2条，其它县各
1条，途中设站点153个；日发城
际公交班次1388个，一票直达
班次172个，日运营里程7万公
里，日平均客流量3万余人次。
城际公交开通以来，发送乘客
量超过一千万人次。

120辆新能源公交车投入城际公交运营

车车身身长长1122 .. 77米米，，最最大大承承载载人人数数8811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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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审计局：

争争做做清清正正廉廉洁洁审审计计人人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祥
记 毕瑾萍) 近日，根据

“廉政回访”工作要求，区审
计局廉政监督人员深入菏泽
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区
财政局，就2019年度上半年
的两个较大审计项目进行了
廉政回访。

廉政回访要求被访单位
主要负责人、分管财务领导、
财务科长和会计人员、办公
室主任、内审科长及涉审有
关人员参与，采取集体座谈、
个别谈话、发放调查问卷的
方式，重点围绕审计人员在
项目审计中遵守“四严禁”、

“八不准”等审计工作纪律展

开。
此次回访，被访单位高

度重视，双方进行了密切地
交流，在审计工作方式方法
上被访单位还给出了诚恳的
建议，同时对审计组工作人
员给予了充分肯定，收到了
满意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
的。

今后，牡丹区审计局将
坚持廉政回访常态化，逐步
做到廉政回访全覆盖，时刻
绷紧廉政审计的这根弦，真
正做到廉洁从审，努力打造
一支信念坚定、业务精通、作
风务实、清正廉洁的新时代
审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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