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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曹县专场在菏泽市图书馆举
行，主要介绍了曹县70年来经
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突出成
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70年栉风
沐雨，70年筚路蓝缕。曹县各项
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社
会发展势头迅猛。以1949年与
2018年数据对比，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从 3 9 8 1万元增长到
390 . 9亿元，增长约980倍，年
均增长10 . 34%；工业总产值从
13万元增长到506 . 9亿元，增
长389913倍，年均增长20 . 2%；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835万元
增长到283 . 2亿元，增长3390
倍，年均增长12 . 3%；财政收入
从507万元增长到15 . 7亿元，
增长309倍，年均增长8 . 5%；全
社会居民储蓄从0 . 2万元增长
到357 . 2亿元，增长约1786万
倍，年均增长26 . 9%。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曹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快推动“五大”振兴，着力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曹县先
行区。产业发展更加强劲。全县
土地流转面积达到79 . 2万亩，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39%；大
力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高
效生态农业，全县标准化生产

基地发展到近90万亩，“三品一
标”达到184个，年底可达到200
个。“曹县芦笋”继被评为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再获“山
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称号。

积极发挥30处县级返乡创
业服务站和2个招才引智工作
站作用，今年1-8月份，吸引返
乡创业人员8525人，创办各类
经济实体3523家，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7850万元。曹县作为全
省唯一县区，在国家返乡创业
试点现场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培养农业新型人才300人，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新增100家、达到
6373家。

新规划建设美丽家园和生

态田园“两园共建”示范村100
个、已建成80个。大力整治农村
环境，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85
个、示范片区27个，20个村达到
省级美丽乡村标准。乡村文化
更加繁荣。深入开展“百村示
范、千村整治”行动，扎实推进

“四德工程”建设，全面加强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乡
风文明水平进一步提升。深入
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稳步推进
殡葬改革，文明殡葬理念逐步
深入人心。

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近年来，曹县县委、县政府
紧抓棚改机遇，以改变城市面

貌和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为目
标，大力实施旧城改造，先后启
动北街、姜街、银安湖等棚改片
区51个，累计完成搬迁4 . 5万
户、650万平方米。大力实施“畅
通曹县工程”，先后完成了鸭绿
江、富民大道、青岛北路、泰山
路、五台山路等21条城区道路
的建设工作，累计完成投资
11 . 1亿元。铺设总长168 . 99公
里的雨污、供水等各类管网。

今年新启动西关医院、老
电厂、新电厂、周庄沈庄等4个
片区4700套的征收工作；采用
以政府自建为主，以政府购买
安置、企业自建为辅的安置方
式，伊尹府邸、玉蟾院、青石台
等30个集中安置区253万平方

米、17000套安置房正在加紧建
设。

民生事业全面进步

教育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近年来，曹县累计投入近33亿
元，建设公办幼儿园105处，建
筑面积6 . 4万平方米，新增学
位18900个；新建改扩建义务教
育阶段标准化学校180所，投资
3 . 2亿元用于学校内部配置，
实现了教育硬件建设的跨越提
升；整合技校、卫校、进修学校
建成曹县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
校。

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
累计投资25亿元，新建及改扩
建卫生项目52个。投资12亿元，
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设计的
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一、二、三
期工程全面启用，成功晋升三
级综合医院，年底预计四期启
动；投资4 . 5亿元的县中医院
新院区，一期使用，年底二期预
计主体封顶；投资5200万元的
县妇幼保健计生中心新院区运
行良好，新批保健楼加快建设。

全面完成“雪亮工程”建
设，全天候、全区域、全覆盖的
视频监控系统投入使用，立体
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加快推进。近年来，累计打
掉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1个，打
掉恶势力犯罪集团2个，打掉恶
势力犯罪团伙26个，破获涉恶
类刑事案件194起，刑事拘留
358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倒
性态势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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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菏泽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行业
系列主题发布会，邀请国网菏
泽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高玉明、
国网菏泽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
主任曹华，介绍菏泽电力70年
的发展变化和突出成就，并回
答记者提问，会议还发布了国
网菏泽供电公司《泽任之光
点亮牡丹之都》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白皮书。

国网菏泽供电公司是国网
山东省电力公司直属供电公司，
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
担负着菏泽2区7县及经济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供电
任务。公司下辖8个县级供电企
业，共有11个营业单位，136个供
电所，服务客户396 .7万户。菏泽
电网现有220千伏统调电厂3座，
500千伏变电站3座，220千伏变
电站20座，35-110千伏变电站
205座。全市境内输电线路369
条，总长度5118公里。

新开工建设35千伏及

以上电网工程62项

据国网菏泽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高玉明介绍，“十三五”以
来，为解决主网架薄弱问题，公
司积极争取投资152亿元，占全
省的12%，超过“十二五”期间投
资的2倍，新开工建设35千伏及
以上电网工程62项。1000千伏特
高压工程被列为全市52项重点

工程之一，该工程建成后，可接
纳西部输送的清洁能源，对全市
乃至全省节能减排、大气污染治
理将起到重要作用，可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60万吨，同时菏泽
电网对外交换能力将得到极大
提高，网架结构更趋合理，供电
能力大幅提升。500千伏桂陵输
变电及配出工程投入运行，全市
500千伏变电站达到3座。

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建
设，累计建设10千伏及以下线
路1 . 4万公里，配变2 . 4万台。
全力服务于“区域中心城市”建
设，投资1 . 2亿元，对牡丹路等
79条道路、99个渠化路口电力
设施进行迁改，主动参与市政

“十项整治”行动，仅用52天完
成中华路全部电缆入地工程。

推进“一次办好”

让客户少跑腿

高玉明介绍，公司扎实推
进“一次办好”，“少优高强”等
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落实供电
服务“首问负责制”“先接入、后
改造”等要求，业扩不停电接火
率达到100%。主动对接全市
229个新旧动能转换和省、市重
点项目，为131家星级客户提供
增值服务。

据悉，为客户办电减少环
节、压缩时间、降低成本，公司

对于10千伏及以上大中型客
户，办电环节压减到4(3)个以
内、平均接电时间压减到60天
以内，电网办理环节压减至11
个工作日；对于低压小微企业
客户，办电环节压减到3(2)个
以内、平均接电时间压减到10
天以内、电网办理环节压减到3
个工作日。同时，通过精简资
料、优化流程、推广线上办电、
预约上门和业务代办服务，实
现“一证办电”，确保让广大客
户，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复
杂业务“最多跑一次”。

同时，菏泽供电公司全力
推进“煤改电”工程。2017、2018
两年，共投入资金4亿元，新建

10千伏及以下线路951公里、配
电变压器458台，连续两年提前
完成了建设任务，惠及全市
6 . 5万“煤改电”用户，每户平
均容量提升到6个千伏安，供电
能力比改造前增加了两倍。

发挥公司优势

落实“阳光扶贫”政策

菏泽供电公司积极开展
“第一书记”派驻和“双联双创”
活动，利用行业优势，协调各方
面技术和资源，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主动落实“阳光扶贫”
政策，为光伏并网开通“绿色通
道”，建成并网集中式扶贫光伏
电站9座、村级扶贫光伏电站
1894座，实现扶贫项目按月结
算，贫困群众切实享受到光伏
扶贫“红利”。

提前完成巨野“精准扶贫”
万丰、龙堌镇305个扶贫大棚配
电网建设，捐赠898万元光伏项
目，被市政府推荐为扶贫典型。
规划投资3 . 9亿元，建设黄河
滩区电网，包括东明110千伏长
兴集输变电等5项工程，28个新
建村台配套电网，7条10千伏抽
沙筑台专用线路。投资1070万
元，架设东明县长兴集乡跨越
黄河10千伏线路，解决黄河西
岸5 . 8万亩土地长期缺少生产
用电难题。

开展“扶贫济困·国网情
深”活动，成功推动巨野辣椒
酱、成武大蒜等特色农产品入
驻国网消费平台，签订采购合
同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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