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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医医疗疗保保险险开开始始缴缴费费了了

本报菏泽10月21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2020年度牡丹区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工作
开始。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每
年的10—11月为集中征收期
征收下年度(每年2月底之前
缴纳的当月生效，从3月1日
起缴纳次月生效)，非在集中
征收期间缴纳的，在当年的7
月1日之前缴纳的享受政府
补贴，7月1日以后缴纳的不
再享受政府补贴。

2020年个人缴费每人每
年250元。新生儿出生6个月
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自
出生之日起享受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出生6个月后办
理参保手续的，自缴费之日
起次月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

缴费可网上缴费，在微

信“发现”里的“小程序”选择
“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注
册，点击注册按钮进入实名
界面，实名成功后进行注
册，注册成功后自动登录跳
转到返回主界面。注册密码
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纳
税人，提示“您已注册过了，
请登录”。然后缴费。登陆
后，点击增加缴费人员，输入
缴费人姓名、证件类型、证件
号码；选择要缴纳的险种，缴
费档次和缴费方式，点击缴
费。

银行缴费，缴费人持有
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
现金到建设银行、莱商银行、
农商行(原农村信用社)、邮
政银行等各个网点直接进行
缴费。

税务大厅缴费，缴费人
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到牡丹区税务局社保征
收大厅进行缴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涛

10月12日，施工方正式进
入万福河工地，标志着备受瞩
目的万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的试验段正式启动建设。截
至21日，规划苍南路至日兰高
速试验段已经完成1公里清表
和临时道路修筑。作为菏泽市
重点工程之一，万福河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程西起规划阳新高
速、东至济广高速，全长约35公
里，拟分3期实施。其中一期工
程西起水库西二路、东至日兰
高速，全长约20公里，总投资约
35亿元，预计2020年年底前完
成一期工程，2021年12月底前
完成万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施工。而本月启动建设的便
是一期中的试验段，主要为积
累总结建设和管理经验，以更
好地推进项目建设。

6公里试验段

计划12月底前基本完工

21日上午，在佃户屯街道
办事处庄庄村南临的万福河
边，几台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
作业车辆正在河边作业。至此，
全市重点工程之一的万福河水
环境综合治理一期工程试验段
开工建设。据了解，整个治理工
程西起规划阳新高速、东至济
广高速，全长约35公里，包含

“一轴、两带、双核、六片区”，拟
分3期实施。其中一期工程西起
水库西二路、东至日兰高速，全

长约20公里，总投资约35亿元，
主要包括北岸景观带建设、北
岸堤防达标建设、综合管廊建
设、河道拓宽疏浚、杨店闸及支
流闸重建、桥梁道路改(新)建
等。

在万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中，菏泽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委托中交上海航道勘
察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高水平设
计方案，并按照菏泽城市发展
思路多次进行修改完善。目前
已基本完成一期工程全段河道
治理、景观工程、综合管廊(人
民路至上海路，全长约4公里)、
万福河北路(全长约14 . 25公
里)、南外环改造(全长约4 . 28
公里)等方案设计，正在深化河
道治理及配套工程施工图设
计，并完成了试验段(规划苍南
路至日兰高速，总长约6公里)
土方和护岸施工图设计。

“我们于10月12日进入工
地，全面启动相关工作，在全长
6公里的试验段中，我们已经完
成了1公里的清表和临时道路
修筑，即将开展庄庄沟到东李
庄西侧的土方和护岸施工，其
余路段待拆迁清障完成后开工
建设。”项目经理杨程鹏对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说，“我们
计划12月底前完成规划苍南路
至日兰高速试验段除绿化工程
外的所有工程。”

市民翘首以盼

“万福河时代”

在万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

工程试验段建设中，涉及到了
开发区佃户屯街道办事处、定
陶区仿山镇的多个村的拆迁工
作。令工程部比较欣慰的是，所
涉及的村庄村民都比较支持该
工程的建设。“涉及到了我们3
个自然村，但经我们指挥部和
社区干部的开导和沟通，村民
们都比较支持工作，目前已经
完成了95%以上拆迁，400多座
坟墓也迁移了七成。”佃户屯街
道办事处宣传委员李志轩对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说。

“刚开始还不是特别理解，
后来经过村干部的解释，原来
是要把万福河改造成景点，这
相当于家门口多了一处游乐休
闲的去处，当然得支持他们工
作。”佃户屯街道办事处庄庄村
的村民庄庆雷激动地说，“现在
我们都在盼着万福河景观带的
完工。”

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田剑峰介绍，在设计理
念上，该项目充分运用生态城
市建设理念，注重河道生态修
复，拓展城市滨水空间，并高标
准配建地下综合管廊，构建地
下立体综合管网体系，同时开
辟了历史文化专区，彰显城市
文化底蕴。

“项目建成后，万福河将成
为集水上运动、文化体验、滨水
休闲和湿地保护等多种功能为
一体的生态景观带，拉开了城
区南部建设框架，推动城市发
展逐步由‘赵王河时代’跨入

‘万福河时代’。”田剑峰对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说。

万万福福河河景景观观带带试试验验段段正正式式开开工工
试验段（规划苍南路至日兰高速），总长约6公里

东东明明县县公公路路管管理理局局

开开展展主主题题教教育育第第四四周周集集中中学学习习

本报讯(李洪桥) 为深
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10月17日下
午，东明县公路管理局机关
党支部党员在机关三楼小会
议室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
习，并集体收看政论片《泰山
挑山工》，学习由机关党支部
书记张勇主持，局长袁万山、
党委书记宋绍申参加。

会上，首先由张勇领学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之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
量。

接着集体收看政论片
《泰山挑山工》。通过集中学
习收看，大家进一步了解了
新时代泰山“挑山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深化了对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提
高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和把握。

东明县公路管理局广大
党员干部要扎实推进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争做新时代泰山

“挑山工”精神的大力弘扬
者、忠实实践者，实现主题教
育“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做表率”的目标。

大家纷纷表示，新时代
泰山“挑山工”的精神深深震
撼着我们的心灵，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要把新时代泰
山“挑山工”精神转化成为锤
炼作风、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
东明县公路事业全面发展贡
献力量。

本报菏泽10月21日讯(记者
董梦婕) 10月19日上午，山

东菏泽国际赛车场DCGP飘移
赛新闻发布会召开，10月26-
27日，来自美国、日本、港、澳、
台及中国大陆众多著名车手将
齐聚菏泽打响第二站的飘移大
战。

DCGP飘移系列赛是由中
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指
导，广州捷艺国际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主办的一项国内赛车飘
移大赛。于2019年首度在国内
引入DOSS成绩统计系统，成
为辐射亚太区域的重大飘移赛
事。全年赛事分三站六回合比
赛，分别在10月12-13日，大庆
赛车小镇；10月26-27日，山东

菏泽国际赛车场；11月长沙举
行。

目前，第一站大庆赛车小
镇劳特润滑油杯DCGP飘移系
列赛在10月12-13日经过两个
比赛日的激烈比拼后圆满结
束。第二站比赛，山东菏泽国际
赛车场劳特润滑油杯DCGP飘
移赛将于10月26-27日，在山
东菏泽国际赛车场举办，由山
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菏泽市体育局、菏泽市定陶区
人民政府主办。

来自美国、日本、港、澳、台
及中国大陆众多著名车手将齐
聚菏泽，包括三次世界飘移大
赛 冠 军 美 国 车 手 G H R I S
FORSBER，三届D1冠军日本

车手日比野哲也，CDC冠军车
手张盛钧，以及单车飘移距离
最长吉尼斯纪录保持者、CDC
两届年度总冠军王祺及山东本
土的车手姜之社、牛家福。

据悉，山东菏泽国际赛车
场是一条国际F3标准汽车赛
道，是定陶汽车小镇的核心项
目之一，是苏、鲁、豫、皖等周边
几个省份为数不多的国际标准
赛车场。项目占地1000余亩，主
要设施集国际标准三级赛道、
越野车赛道、卡丁车赛道、看台
及配套设施等，集汽车运动、赛
车体验、试乘试驾、新车研发、
产品测试、车手培训、会员体
验、大众娱乐、全民健身等多种
业态于一体。

DDCCGGPP飘飘移移系系列列赛赛走走进进定定陶陶
10月26-27日飘移高手将齐聚菏泽

省省卫卫生生健健康康委委到到菏菏泽泽

调调研研卫卫生生健健康康综综合合执执法法工工作作

本报菏泽10月21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朱坤
平) 日前，山东省卫生健康
委综合监督处一行到菏泽市
调研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体系
建设工作。

省调研组先后深入到郓
城县、定陶区卫生健康综合
监督执法机构以及郓城县丁
里长镇、定陶区南王店镇卫
生健康监督协管工作现场，
查看基层监管体系建设、制
度建设等情况，查阅监督协

管档案，听取乡镇工作汇报，
与一线监督协管人员就基层
执法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调研组认为，菏泽市高
度重视卫生健康综合执法体
系建设工作，保障有力，管理
有序，监管严格，执法规范，
成绩显著，监督执法各项工
作指标都排在全省前列。省
调研组对菏泽市卫生健康
监督执法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对下步工作提出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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