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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144日日
来来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帮帮孩孩子子防防近近视视

本报菏泽7月11日讯(记
者 周千清 ) 7月14日 (周
日)、8月10日(周六)，菏泽市
中医医院开展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小儿推拿免费义诊活
动；7月28日(周六)、8月24日
(周六)，招募100个家庭(家长
及儿童青少年2人)，开展儿
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拿防控
家庭免费推广讲座及实操活
动。

据悉，菏泽市中医药管
理局将依托山东省儿童青少
年近视小儿推拿防控市级基
地，利用暑假假期举办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家庭免费推
广活动，依托中医资源和技
术力量，充分发挥中医药适
宜技术在防治儿童青少年近
视中的特色优势，全面提升
菏泽市儿童青少年视力水
平。

7月14日(周日)、8月10日
(周六)，结合2019年“中医中
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
推进行动”，在菏泽市中医医
院东楼门诊大厅开展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小儿推拿免费
义诊活动；7月28日(周六)、8
月24日(周六)，招募100个家
庭(家长及儿童青少年2人)，
在菏泽市中医医院西17楼会
议室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小
儿推拿防控家庭免费推广讲
座及实操活动。

此次活动依托山东省儿
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拿防控
市级基地 (菏泽市中医医
院)，菏泽市中医医院针推科
邓海霞主任、眼科邓志峰主
任工作团队开展，参与市民
可咨询电话市中医医院针推
科：0530-5321561；市中医医
院眼科：0530-5321282。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转乘、社会车辆、出租车、
公交车站、站前广场……走出
菏泽火车站出站口，清楚明了
的指示牌正在出站口正前方，
明确的区域划分，让走出火车
站的人一目了然。其中指向出
租车的区域，一排整齐排列等
候乘客的出租车，秩序井然。经
过一段时间的治理，菏泽火车
站广场让市民诟病的出租车司
机拒载、不打表等问题，已经被
井然有序的乘车环境替代，菏
泽的文明窗口更加明亮了。

“菏泽的文明名片

更亮了”

“都在这个区域排队，不管
去哪里，有乘客就打表。”在菏
泽火车站广场出租车专用道，
出租车司机韩师傅排在车队的
最首位，耐心地等待出站的乘
客。在他的车后面，是大排长龙
的出租车，出租车专用道是单
排进出，所有车辆都需耐心等
待。

“上次回家，一下车就被拉
客的人围住，这次回家真的好
多了，眼前清净了，咱菏泽也显
出了档次。”刚从K715列车下
车的王先生根据指示标识，找
到了出租车待客区，看到有序
的排列等客的出租车队伍，非
常感慨。

在火车站前广场南区，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看到，广
场南入口处，便是出租车专用
车道，单排进出，环道等候，进
入出租车待客区。在出租车待

客区，需要乘坐出租车的旅客，
依次选择等候的出租车，避免
了拒载等现象。

不但出租车待客有序，菏泽
火车站出站口也没了从前的“疯
狂揽客”情景。曾经菏泽火车站
广场出租车拒载、不打表、拼客
现象受市民诟病，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理，得到了质的改变。

多单位各司其职

铲除顽疾

据悉，就火车站广场出租
车管理问题，菏泽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程传政、开发区党工委
委员冯宪法联合召开火车站广
场管理调度会议，市城管局、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火车
站派出所、开发区交警支队、开

发区园林公司、开发区环卫公
司等单位参加。会议明确了各
单位职责、完成时限。开发区落
实了执法人员的办公值班、休
息场所，实行24小时执法，对火
车站广场举行全天候管理。对
出租车专用道举行重新规划，
合理设置出租车乘车点、指引
牌，方便群众出行。

出租车管理方面，要求各
出租车公司对所有出租车驾驶
员制定培训计划，一周内完成
培训；针对出租车驾驶员反映
的车辆保险、“过户费”、二级维
护、车体广告等问题，督促各出
租车公司认真开展自查，属不
合理的，坚决予以纠正；进一步
加强监管，严厉打击“黑车”非
法经营、出租车拒载等违规行
为，维护良好的营运秩序。

排排队队载载客客，，火火车车站站出出租租车车秩秩序序井井然然
多部门多举措，菏泽火车站广场破解出租车管理难题

本报菏泽7月11日讯(记者
周千清) 客运班车可以私

人定制了！10日上午，“帮邦行
定制客运智慧平台”项目启动
仪式在菏泽汽车总站举行，标
志着菏泽至郑州机场定制客运
的正式开通。开通后，市民可通
过手机下单，定制客运班车接
单后会点对点接送。

10日上午，菏泽交通集团
联合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帮邦行)打造的正规网约出行
平台“菏泽交运·帮邦行”举行
启动仪式，正式开通菏泽首条
定制客运专线——— 菏泽至郑州
机场。

 据悉，菏泽至郑州机场专
线主要以7座商务车为主，菏泽
至济南遥墙机场专线为14座中
巴车。用户可基于APP、微信公
众号和电话实现多通道下单、
查单，可拨打24小时全国统一
召车热线95170和汽车总站
95105186客服热线，或关注菏
泽汽车总站微信公众号在线下
单，菏泽市区内免费接送。

菏泽汽车总站副站长朱经
滨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本次推出的菏泽至郑州机
场的定制客运专线，将实行“门
到门，点对点”的专车上门接送
服务。乘客无需再到客运站购

票，可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通
过通电话、微信公众号、微信小
程序、APP等多种方式预约用
车。设立在菏泽汽车总站的客
服调度中心，将会第一时间根
据每位乘客的用车信息，为乘
客指派就近车辆上门接送，最
终完成出“家门上，上车门”的
无缝衔接。

除了主推的拼车业务外，
针对特殊人群或团体出行，还
提供个性化的包车、小件货物
寄件业务。而菏泽市往返其他
周边县市的线路也已经在积极
筹备中，即将上线运营，最终实
现菏泽市全境组网。

菏菏泽泽私私人人定定制制客客运运班班车车上上线线
正式开通菏泽首条定制客运专线——— 菏泽至郑州机场

巨巨野野大大力力推推进进
““两两新新””融融合合发发展展试试点点

坚持把“两新”融合发展
试点工作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途径，加快项目推进。

把“两新”融合发展作为
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成立了“两新”融合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出
台了试点方案，对每一个试
点镇明确一名县级领导和两
个县直单位分包，明确了建
设标准、实施步骤和完成时
限。同时，建立了督导检查机
制，现场协调解决推进中的
困难和问题。

高标准编制了试点镇
“两新”融合发展项目建设规
划；龙堌镇规划了两平方公
里核心区和8个新型社区，田
桥镇规划了7个新型社区。在
规划编制过程中，注重把“两
新”融合发展规划与镇总体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紧密结
合，实现了“多规合一”。充分
征求群众意见，最大程度地
赢得群众的支持。

把社区建设、基础设施
配套和产业发展作为试点工
作的总抓手，推进两新融合
发展。

龙堌镇、田桥镇把压煤
村庄搬迁、增减挂钩与“两
新”试点有机结合，把安置区
优先向镇驻地布局，建设新
型社区。去年年底前，全面完
成了龙堌镇毕海三村搬迁，
净增土地指标929亩；在镇驻
地集中规划建设了40万平方
米的龙海社区，其中北区今
年10月份具备入住条件；南
区正在进行地勘和施工图纸

设计。田桥镇辛海、丁庄、北
隅、西北隅、姚店、陈庙等6个
村庄整体拆迁全面完成，净
增土地指标579亩；群众安置
全部向镇驻地集中，31万平
方米的中心社区正在加紧建
设，年底前主体全部竣工。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坚
持同步配套基础设施，龙堌
镇开工建设了客运中转站、
中心卫生院、污水处理站二
期等配套设施，田桥镇开工
建设了卫生院病房楼及社区
小学、幼儿园，其他配套设施
正在有序推进。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
进“两新”融合发展。龙堌镇
立足本镇实际，大力发展商
贸服务业和旅游业，投资30
亿元建设新巨龙旅游观光风
景区，投资2 . 8亿元建设了瑞
弘生态示范园和龙麟农业示
范园，建成后年可增加游客
40万人次、带动3600余人就
业。田桥镇依托化工园区所
在地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化
工产业、建筑业、服务业等，
为“两新”融合发展奠定了产
业基础。

县财政按照每年不低于
500万元的标准对两个试点
镇进行补助，连续补助三年。
土地增减挂钩补助标准由每
亩18万提高到26万。对试点
社区安置房建设，严格落实
各项收费减免政策。积极争
取各类政策性专项资金集中
整合、捆绑使用，统筹用于试
点建设，最大限度发挥了资
金的规模效应。

(通讯员 刘慧琳)

  本报菏泽7月11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第88期山东

好人每周之星候选人评选活动
结果出炉，菏泽5人入围，分别
是黄河边上的热心人东明黄河
河务局人事劳动教育科副科长
董宏琪入围助人为乐之星评
选；致富不忘本，饮水常思源的
单县高老家乡曹叵集村村民李

建民，扎根农村，默默奉献的单
县北城办事处四里埠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卢启湘入围
敬业奉献之星评选；平凡造就
伟大的单县郭村镇东村村民唐
显英，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的
东明县小井镇西紫荆村村民王
贵玲入围孝老爱亲之星评选。

据了解，为推动学雷锋活

动常态化,根据省委办公厅《关
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
意见》(鲁办发[2012]6号)精神，
经研究决定，分别在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五个方面，在全省
广泛开展“山东好人——— 每周
之星”推荐评选活动。

菏菏泽泽55人人入入围围山山东东好好人人每每周周之之星星评评选选

单行道入口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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