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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菏泽力量！
菏泽9名个人和5个集体接受表彰！

本报菏泽2月25日讯(记者 马雪婷)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
会对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菏泽
9名个人和5个集体，受到表彰。

菏泽市受表彰的9名先进个人分别是：
菏泽市牡丹区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刘艳敏
菏泽市定陶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吴彬

单县县委书记穆杰
单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朱文莉
郓城县南赵楼镇甄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庆涛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岳程街道党工委书记邓

文博
菏泽市牡丹区黄堽镇邓庙村党支部书记、

山东省审计厅法规处(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高
杨

生前为单县黄岗镇柴庄村第一书记、山东
省工商局主任科员王新杰

华鲁集团派驻鄄城县大埝镇扶贫督导
员、中科华鲁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恒冰。

5个先进集体分别是：
菏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鄄城县委员会
东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巨野县供电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选派菏泽市牡丹区

第一书记工作队

菏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2021年努力打造“好品菏泽”

本报菏泽2月25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克阳)
2月23日，菏泽市市场监管工

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
2 0 2 0年市场监管工作，部署
2021年工作任务。

会上，4个县区市场监管
局，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了交
流发言；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
魁作工作报告；市政府副市长
曹升灵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杜昌修主持会
议。

曹升灵副市长充分肯定了
全市市场监管工作取得的成
效，对2021年市场监管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首先要守牢安
全底线，稳固发展环境。要以如
临深渊的危机感，如履薄冰的
警觉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压实责任，把疫情防控、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五
大”安全责任，细化到各点位，

明确到具体人，督导各级各类
人员、各类市场主体，把“责任
清单”落地落实落到位。见微知
著，防微杜渐，提前着手，掐灭
事故隐患苗头。扎实开展会议
安排的各项整治行动，加大违
法行为惩戒力度，全面规范净
化市场秩序。同时要强化服务
措施，激活发展动能。要结合菏
泽市“重点产业突破年”，在优
化营商环境上展作为，在质量
发展上下功夫，在品牌建设上
作文章，在知识产权上求突破，
在生物医药产业上创新高，积
极推动各个产业提质增效。还
要加强组织领导，争创一流业
绩。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全力
支持监管工作，全面加强自身
建设，扑下身子抓落实，把“规
划图”变成“施工图”，把“时间
表”变成“计程表”，一步一个脚
印实现预定目标，争创一流业
绩，展示团队风采。

“十四五”时期

菏泽交通规划项目投资总额1675 . 6亿元

“十三五”期间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大跨越

菏泽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程传
政说，“十三五”期间，菏泽综合交
通运输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大跨越。“十三
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全社会交
通建设投资590余亿元，是“十二
五”时期的2 . 36倍。机场和高铁
实现“零”的突破，牡丹机场即将
通航，鲁南高铁加快建设，雄商高
铁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全市人民
的“航空梦”、“高铁梦”即将梦想
成真；地方铁路、货运站场扩容改
造全面启动；菏宝高速公路东明
黄河公路大桥、德上高速公路巨
野至单县段、枣菏高速公路菏泽
段3条高速建成通车，全市新增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215公里，全市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23公里；洙
水河航道实现通航，新万福河复
航一期工程61 . 3公里顺利完工；
农村公路抢抓“网化示范县”、农
发行贷款、“四好农村路”政策机
遇，完成投资100 . 3亿元，新改建
14436 . 8公里，基本完成农村通
户道路建设任务。

运输服务能力实现大增强，
截至2020年底，全市营运车辆
56933辆，营运船舶217艘，车站75
家，出租汽车企业31家、出租车
2853辆，危险品运输企业17家，车
辆1142辆，公交企业24家、公交车
2986辆，全市二类以上维修企业
203家，检测线21家。城区新能源
公交车增加550辆，城区公交车总
量达到1366辆；开通了市区至定
陶及各县的城际公交，建立起了

市区、城际、城乡、镇村四级公交
线路为一体的公共交通服务网
络。

“十四五”时期

规划项目投资总额

1675 . 6亿元

“十四五”时期，将以建设综
合交通通道、网络、枢纽和城市交
通为重点，统筹对外交通、城乡交
通协调发展，打造布局合理、功能
协调、便捷高效、绿色生态、安全
舒适、智慧现代的综合交通体系，
为突破菏泽、鲁西崛起提供强力
支撑。

“十四五”时期，规划项目投
资总额1675 . 6亿元。民航机场建
设项目5项，总投资约44亿元。牡
丹机场实现通航，适时开辟国际
航线。统筹谋划通用机场建设，支
持通用航空开展通用和通勤航空
飞行业务，开展多样化经营性航
空服务和公益性航空作业。

铁路建设项目16项，总投资
约420亿元。建成鲁南高铁菏泽
段、京雄商高铁菏泽段，全市高铁
通车里程达到260余公里，进入全
省前列。积极开展菏泽至徐州至
濮阳、新乡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具
备开工条件。加快推进物流园、港
区及大型企业等货运铁路专用线
建设，争取完成郓城至巨野铁路、
菏徐铁路、大唐郓城铁路专用线
等11条铁路专用线和疏港铁路建
设，完成菏泽站、曹县站、定陶站、
算王庄站、鄄城站、郓城站、巨野
站扩容改造。

规划建设高速公路7条，总里
程434 . 7公里。全部完成后，菏泽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70余公

里，约占全省的10%。日兰高速巨
野西至菏泽段改扩建项目2021年
通车，濮阳至阳新高速公路菏泽
段2022年通车，鄄城至郓城高速
公路、济广高速济南至巨野段改
扩建项目2021年开工建设，德单
高速东阿至郓城段、徐民高速单
县至曹县段、济宁至商丘高速菏
泽段2022年开工建设。

国省道项目41个，总里程
1050公里。其中续建项目10个，总
里程209 . 2公里；新建、改建项目
31个，总里程841 . 6公里，总投资
387亿元。规划建设旅游公路项目
29个，总里程965公里。推动实施
县乡道改善提升工程、村道等级
提升和延伸工程、危桥改造加固
工程、安保工程等五大工程。

建设内河航运、疏港公路项
目12个，总投资99亿元。重点建设
新万福河航道二期工程、郓城新
河航道工程，加快推进航道沿岸
港区建设。

建设客货运枢纽场站项目13
个，总投资156 . 7亿元。客运重点
推进菏泽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
巨野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 (鲁
南)、庄寨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
(鲁南)、郓城高铁综合客运枢纽
站、曹县西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
菏泽汽车客运总站(枢纽站)，货
运主要建设算王庄车站物流园、
菏泽综合交通物流中心、菏泽高
铁物流产业园、菏泽中铂物流园
和东明佳运物流园。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
43 . 7公里，总投资约141 . 7亿元。
全市建立起以菏泽市区为中心，
市区、城际、城乡、镇村四级公交
线路为一体的公共交通服务网
络。

2021年牡丹区将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11处

本报菏泽2月25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邹爱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菏泽市牡丹区教育工作会议上
获悉，该区今年教育工作将聚
集教育热点难点，在提升教育
发展“硬实力”上下功夫，紧紧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为“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起好
步。

2月23日，菏泽市牡丹区教
育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
2021年将聚焦“入园难、入园
贵”，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
加快城乡幼儿园建设，规划投
资5000万元，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11处，建筑面积3 . 2万平方
米，进一步扩充公办学前教育
资源。编制实施第四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改革步
伐，努力实现从“幼有所育”到

“幼有优育”的转变，办好普惠
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同时，聚焦“均衡化、一体
化”，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进一步优化整合农村教育

资源，拟定新一轮农村学校建
设规划。投资1亿元，实施农村
中小学新建项目7处，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进一步提升农村学
校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投资
1 . 75亿元，新建、改扩建城区学
校3处，建筑面积3 . 2 7万平方
米，巩固城区学校大班额治理
成果。以城乡中小学发展共同
体为依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实施校际合作、区域
联动、优势互补、共同进步，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还将聚焦“特色化、实用
化”，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水平。
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
深入研究高中课程改革和新高
考政策，准确把握新高考方向，
全面提升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
量。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
地建设，规划投资1 . 2亿元，建
设实训基地2个，建筑面积2 . 4
万平方米。完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主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优
化专业设置，健全“订单式”人
才培养机制，培养符合市场需
求的专业技术人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千清

2月23日下午，菏泽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在菏泽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会上总结了“十三五”及
2020年交通运输工作，分析形势，安排部署“十四五”及2021年工作任务，同时动员全系统干部职工，
攻坚克难，拼搏进取，加快推进综合立体交通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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