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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县区
系列主题发布会，发布会主要
介绍了鄄城县70年来经济社会
的发展变化和突出成就。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
2018年，鄄城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98 . 67亿元，可比价增速
7 . 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次产业比达到14 . 4 :46 . 5 :
39 . 1。以1953年与2018年数据
比较，全县总人口从38 . 9万
人，增长至93 . 16万人；工农业
总产值从 2 6 1 7万元增长到
167 . 7亿元，增长约640倍；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358万
元增长到8 . 9亿元，增长约248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756 . 7万元增长到147 . 8亿元，
增长1952倍。

聚焦城市建设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据鄄城县委副书记、县长
袁红兵介绍，鄄城始终坚持“谋
民之利，解民之忧”的民生情
怀，把棚户区改造作为“第一民
生工程”，由“住有所居”向“住
而宜居”迈进，着力打造高品
质、高质量的居住环境。

城市功能逐步完善，人民
广场、黄河公园、历山公园、金
山公园投入使用，全长5公里、
占地3800余亩的濮水公园初具
规模；城市日处理污水达到8万
吨，集中供暖面积达到111万平
方米；城区绿化面积达到1195
万平方米，净化、亮化、美化水
平显著提升。

城乡路网体系日趋完善，
形成十四纵二十横加一环的城

区路网，以德上高速南北贯通
为依托，国道G240保台线、省
道S319济董路、省道S327巨鄄
路为骨架，县乡道路为支线、乡
村道路为节点的“六纵七横一
环”的全县路网体系，实现了乡
乡通、村村通。

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2565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
公里达到248 . 5公里，被评为
全省公路四好县。今年，提升改
造了沿黄公路部分路段；双向8
车道的济董路城区至红船段，
以及城濮街、舜王路、舜耕路、
舜陶路等道路改建、延伸、提升
工程正在施工。鄄郓高速公路
前期工作顺利推进，董口、旧城
黄河公路大桥筹建工作基本完
成，高速道路十字交汇、国省道
通联南北、黄河大桥横跨天堑
的交通路网即将形成。

聚焦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稳步推进

目前，鄄城累计脱贫32024

户、68849人，103个省定扶贫工
作重点村已全部摘帽，基本完
成脱贫任务。

着力巩固提升扶贫车间，
96个扶贫车间注册为小微企
业，部分车间变成了发展车间、
致富车间、小康车间、“三留守”
人员家园。目前，全县544个扶
贫车间带动群众就业1 . 3万
人，其中贫困人口3000余人，人
均月收入1500余元。

鄄城把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
重，截至目前，1 . 8万余名滩区
群众喜迁新居。居民迁建试点
和易地扶贫搬迁已按时完成搬
迁任务，16个旧村完成复垦。居
民外迁4个安置区，提前搬迁1
个,旧村正在复垦，其余3个基
本达到入住条件。村台建设，在
按时间节点完成村台淤筑的同
时，相继实施了台体降水、地基
强夯工程，通过地基质量检测，
高质量完成村台社区规划设
计，目前建设现场“三通一平”，
已开工建设。

聚焦乡村振兴

释放农村发展活力

鄄城县紧抓被列为全省乡
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示范县的
机遇，探索“改革试点+龙头企
业+新型社区”的新路径新模
式，编制了《全县乡村振兴三年
工作意见》《鄄城县乡村振兴五
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和五个振兴《工作方案》，成立
了5个乡村振兴工作专班，细化
职责、任务，启动“百村振兴计
划”。

全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基本完成，新型城镇化综合
改革试点和农村宅基地“三权
分置”改革试点有序推进。注重
推进“两新”融合发展，与省土
地发展集团、鲁商集团等合作，
新启动建设7个大型农村新型
社区，将节约土地指标2900多
亩，实现农村面貌变美、产业变
强、收入提升。

加大土地流转和托管力

度，全县流转土地34 . 1万亩，
托管8 . 5万亩。全县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到3563家，其中国
家级示范社6家，省级18家，家
庭农场总数达到235家。持续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
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411个，
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加快建
设美丽乡村，重点推进10个美
丽乡村和3个片区建设，美丽乡
村覆盖率达到15%。

聚焦改善民生

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鄄 城 县 去 年 民 生 支 出
31 . 7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
81 . 6%。近几年，全县累计投资
15 . 8亿元，新建、改建学校项
目782个，县一中新校区投入使
用，全县98%以上的农村中小
学校实现了楼房化。

鄄城县成功创建了省级食
品安全先进县，建成省级数字
化预防接种门诊17处，率先在
全市实现乡镇全覆盖；完成了
县医院新院区建设，17家乡镇
卫生院全部新建了门诊楼或病
房楼，高标准建设一体化村卫
生室300余处，城乡居民“15分
钟健康服务圈”初步形成。

近五年来，鄄城累计新增
城镇就业4 . 8万人，新转移农
村劳动力8 . 2万人次，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3 . 2%以下。新
建县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
建成17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农家书屋、文化大院、文体
广场实现行政村全覆盖。积极
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开展“送戏
下乡”“送电影下乡”7万余场，
举办了人发风情节、孙膑文化
旅游节、馒头文化节等一系列
文旅活动，农民群众精神文化
水平显著提升。

筚筚路路蓝蓝缕缕 绘绘出出多多彩彩新新画画卷卷
菏泽鄄城介绍7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突出成就

本报讯(通讯员 马学民)
枫叶正红时，又是重阳节。连

日来，在中国传统节日“九九重
阳节”来临之际，菏泽市开发区
丹阳街道办事处通过举办“戏
曲演出周”、义诊、发红包、发米
面油、聚餐、文艺联欢等多种形
式关爱慰问老年人，开展“九九
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活动，丰
富了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
活，弘扬了敬老爱老美德，传递
了浓浓敬老情。

丹阳街道办事处在林荫广
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戏曲演出
周”，双庙陈等社区邀请东明大
平调剧团唱大戏庆祝九九老人
节，仝庄、赵堂、赵水洼社区自编
自演精彩的文艺节目，为老人们
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真挚的祝福。
武寺、刘庄、耿庄等社区给老年
人发红包，东方名城小区举办重
阳节邻里包饺子联谊会，张花园
社区为老年人健康查体并发放
米面油等慰问品，都庄、芦庄、桑

屯、蒋庄、桑海、药王庄、武屯等
社区还组织社区老年聚餐。赵王
李社区联合鲁心医院为老人免
费查体等。

丹阳街道通过开展重阳节
系列活动，弘扬了中华优秀传
统美德，在辖区内形成了“尊
老、助老、爱老、敬老”的良好氛
围，让尊敬老人、关爱老人、帮
助老人成为一种社会责任，真
正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丹丹阳阳街街道道开开展展
多多种种形形式式活活动动共共庆庆““九九九九重重阳阳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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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0月8日讯(记者
李德领 ) 8日进入寒露节

气，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
象征，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
冷过渡，地面的露水将要凝结
成霜，寒露过后气温更低，深秋
景象明显。

据悉，目前河套地区上空
有高压脊快速东移，受其影响，
菏泽9日云量较多，早晚偏凉，
气温走低，感冒多发，市民要根
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9日到11日，高压脊移出菏
泽，西南地区有暖湿气流北上，
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市民要
关注临近天气信息，合理安排
穿衣出行。

据菏泽市气象台8日15时
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内菏泽具
体天气如下：9日白天，多云转
小雨，最高温度19℃，最低温度
13℃，东南风转南风2-3级。9
日夜间到10日白天，小雨转多
云，最高温度21℃，最低温度

15℃，西北风2-3级。10日夜间
到11日白天，多云，最高温度
23℃，最低温度15℃，北风2-3
级。

鄄鄄城城交交警警持持续续开开展展

文文明明交交通通进进驾驾校校““五五个个一一””活活动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志
贤) 10月7日，鄄城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走进辖区一
驾校，开展交通文明进驾校

“五个一”活动。
活动中，民警首先来到

驾校建成的宣传教育阵地，
利用宣传阵地的多媒体设
备、宣传橱窗、宣传图板全方
位为驾校学员开展了一堂生
动的文明交通常识课。

课堂上，民警通过观看

文明交通宣传片、警示片等
多种方式带领学员学习交
通文明理论知识。课后，民
警带领学员来到驾驶模拟
室，通过模拟驾驶让学员切
身感受驾驶体验，增强安全
意识。

随后，民警带领学员走
出驾校，来到董口镇集市人
流车流较大的路面路口，发
放交通文明宣传单、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志
贤) 为有效预防农村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10月1日以
来，鄄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利用国庆假期外出群众返乡
为契机，深入古泉社区北陈
庄村、李进士堂镇开展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向群众宣
传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
规，特别是对面包车超员、酒
驾醉驾、无牌无证和低速货

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违法载
人等农村常见的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警示教育，提醒村民
们注意交通安全，自觉遵守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据介绍，通过交通安全
宣传进农村活动的开展，使
广大村民树立了抵制交通违
法、文明参与交通的交通安
全意识，在鄄北农村区域形
成了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氛围。

鄄鄄城城交交警警深深入入开开展展

交交通通安安全全““进进农农村村””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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