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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农业农村局长房忠宪
介绍，在下一步的农业农村工
作中，将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
能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
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其中，将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高标准完善功能配套，新打
造省级美丽乡村100个、市级美
丽乡村片区30个以上。

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实现乡村振兴，加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提高乡村建
设水平是重点，而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首要任务。在接下来的农业农
村工作中，将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重点开展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整治，实现村庄周
边无垃圾积存、街头巷尾干净
通畅、房前屋后整齐清洁。

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是
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应有的面貌。在村容
村貌整治提升方面，市农业农
村局将扎实推进美丽村居建
设，提升村镇发展水平，大力推
进“两新”融合发展，抓好16个
试点小城镇建设，为新型城镇
化打造样板。依托产业特点、文
化底蕴和生态禀赋，打造一批
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扎实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高标准完善
功能配套，新打造省级美丽乡

村100个、市级美丽乡村片区30
个以上。

此外，推进农业生产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大力推动清洁
养殖，加快推进肥料化能源化
利用，建立畜禽粪污还田利用
机制；加强养殖场污染排放监
管，完善挂牌销号制度，依法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要认真落
实《土地污染防治法》，建立农
药废弃物收集中心，加强农药
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建立完善
农膜生产、利用回收管理制
度，解决白色污梁；全面推进行
综合利用，培育壮大利用市场
主体，建立综合化利用长效机
制。

菏泽市农业农村局做客政务服务热线

新新打打造造110000个个省省级级美美丽丽乡乡村村
菏菏泽泽城城区区房房地地产产企企业业
不不得得再再代代收收契契税税，，已已收收的的要要退退还还

本报菏泽1 0月1 7日讯
(记者 潘涛 ) 17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
到，该局于今日发布了《关
于房屋交付使用时禁止代
收办理不动产证的契税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要求，自即日起，
凡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屋
交付时，各房地产企业禁止
代收购房人办理不动产证书
的契税。

《通知》指出，近期，有
部分开发项目在交房时代
收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

书的契税，引起了购房人
的投诉，扰乱了房地产市
场秩序。《通知》除了明确
禁止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
代收购房人办理不动产证
书的契税外，还要求各房
地产开发企业要立即开展
自查自纠，存在代收的要
立即退还收取的契税。

此外，自10月20日起，菏
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对
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展不
定时检查，如发现存在代收
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契税的
行为，且没有整改的，将联合
相关部门严肃查处。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念东

10月15日，菏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房忠宪与相关科室负责人
做客政务服务热线，场接听群众热线电话，并针对全市泽农副产品
加工业、农产品质量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问题进行讲解。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现场获悉，在下一步的农业农村工作中，将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高标准完善功能配套，新打造省级美丽乡
村100个、市级美丽乡村片区30个以上。

热线现场。

记者从现场获悉，2019年
菏泽农副产品加工业快速发
展，1-9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农
副产品加工企业达到853家，预
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89亿元，
同比增长1%，呈现出稳中有升
的发展态势。

记者了解到，2019年菏泽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全市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41
处，科技示范主体3431个。新培
育的4个小麦品种、3个玉米品
种和2个大豆品种通过审定；另
有4个花生品种、2个黄瓜品种、
7个白菜品种和3个番茄品种通

过国家登记公示。农业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 . 5%。

今年夏粮获得较好收成，小
麦总产434 . 8万吨，比去年增加
36 .2万吨，实现了面积、单产、总
产全面增长。秋粮生产全市种植
玉米面积810 .25万亩，目前已顺
利收获完毕。预计单产466 .75公
斤/亩，比去年增加24 . 21公斤/
亩；预计总产374 . 93万吨，比去
年增加12 . 29万吨。“边角经济”
得到较快发展。全市食用菌生产
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食用
菌生产再上新台阶。特别是长根
菇、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菌

菇生产创历史新高。
农副产品加工业快速发

展，1-9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农
副产品加工企业达到853家，预
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89亿元，
同比增长1%，呈现出稳中有升
的发展态势。产业融合发展不
断助推产业振兴，聚集科技、人
才、渠道三大关键要素，致力于
发展以互联网为手段，以内容
服务为载体的"直播+农业"这种
新兴业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
独特的模式，构建"电商+合作社
+产品"营销模式，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更好的助推乡村振兴。

前三季度农副产品发展稳中有升，主营业务收入达689亿

今年，菏泽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不断提升，保持“总体平
稳、逐步向好”的发展态势。截
至目前，新增“三品一标”产品
个数58个。此外，目前全市共有
市级一村一品专业村1572个，
其中达到省级标准的专业村已
达到887个。

为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
菏泽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菏农质监字[2019]1号)文
件，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目标，确保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保持“总体平稳、
逐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在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
认证方面，印发《关于推进全市
年“三品一标”发展的通知》，将
目标任务分解到县区。在资质
审查、现场检查的基础上，上报
了东明县明森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6家企业的番茄、葡萄、
大蒜等13个绿色食品认证材
料。截至目前，新增“三品一标”
产品个数58个。

大力培育“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夯实了品牌创建基础。组

织推荐国家“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的评选，全市共有市级一村一
品专业村1572个，其中达到省级
标准的专业村887个。市级以上
示范村镇达到168个，其中省级
达到19个、国家级达到14个。积
极开展农产品品牌创建。通过把
品牌创建工作列入对县区考核
的重点内容，鼓励各类主体积极
创建品牌，今年新增省级知名农
产品品牌8个、区域公用品牌1
个，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
务。至此全市省级知名农产品品
牌达到22个，区域公用品牌2个。

新增“三品一标”产品58个，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新打造100个省级美丽乡村，30个以上市级美丽乡村片区

本报菏泽10月17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近日，教育部
发布了关于《第二批1+X证
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的公
告》，对各省符合条件的第二
批1+X证书试点备案学校进
行了确认，菏泽6所院校入
选。

其中，东明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入选“电子商务数
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试点院校；菏泽职业学院、东
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分别
入选“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单县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巨野县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分别入选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
菏泽职业学院、单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分别入选“工业
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试点院校；菏泽医
学专科学校、菏泽家政职业
学院分别入选“母婴护理”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
菏泽职业学院入选“传感网
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试点院校；菏泽医学专科
学校、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分
别入选“失智老年人照护”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
校。

“1+X证书制度”(即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是教育部于今年4月
份启动的一项职业教育模
式改革的试点工作，旨在探
索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
银行”，对学历证书和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
习成果进行认证、积累与转
换，促进书证融通，探索构
建国家资历框架。1+X证书
制度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
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对职
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将
推动学历教育向职业技能认
定的转变。

菏菏泽泽66所所院院校校入入选选

第第二二批批11++XX证证书书制制度度试试点点

牡牡丹丹区区召召开开
中中小小学学管管理理工工作作现现场场会会

本报菏泽10月17日讯(记
者 李德领) 10月16日，牡
丹区召开中小学管理工作现
场会，区教体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刘训才出席会议并讲
话，局党组成员、科室负责
人，全区中小学校长参加会
议。

当天上午，通过随机
抽 签 的 方 式 确 定 两 个 乡
镇、10处中小学为观摩和检
查学校，与会人员对这些
学校的校容校貌和校园文
化建设、课程开设及常规
教学管理、教育教学资源
的管理和使用、安全管理
等工作情况进行深入检查
并现场评分。

当天下午，在教育会堂
继续召开会议，王浩屯镇中
学、大黄集镇毕寨小学等5个
单位分别就教育教学工作、
学校制度建设、学生管理和
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经验
交流；各分管局长总结了前

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下一步
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刘训才做总结讲话，他
要求，各学校要切实加强学
校管理，明确目标，不断加强
校长队伍和教师队伍建设，
精心建设校园文化，抓好课
程管理、教学管理，加强绩效
考核，加强安全管理工作；要
虚心学习先进经验，认真整
改工作中的问题，不断探索
学校管理工作的新思路、新
举措、新模式，全面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练内功、树形象、
创品牌，努力开创牡丹区教
育新局面。

据了解，自2016年以来，
牡丹区累计投入资金48 . 2亿
元，新建、改扩建城区学校24
所，新增班级1170个、学位
5 . 5万个，其中今年新建城区
学校11所，可提供中小学学
位2 . 4万个，城区学校大班额
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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