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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牡丹区培育返乡创业“生力军”
累计创办各类经济实体近3万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梁涛 聂素芹

菏泽市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
处崔寨行政村的村民崔春山，长
期在外务工，凭着过硬技术和管
理才能，从普通工人做到了企业
负责人。在家乡政策的感召下，
2018年返乡创业后成立了牡丹区
美微精密电子公司，主要从事电
连接器用直径小于2mm的插针、
插孔等金属零件的订单制造，科
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目前年产
零件200万只，产值在600万元以
上。

近年来，像崔春山一样返乡
创业的群众在牡丹区已有3 . 3万

余人，累计创办各类经济实体近3
万户，这是该区积极发展“归雁经
济”的显著成果。牡丹区通过构建
三级服务网络、创建返乡创业平
台、搭建教育培训载体等积极有
效的举措，最大限度地鼓励吸引
在外的人才返乡创业就业。

“我们进一步完善返乡创业
就业的长效机制，构建区外、区内
双向联动服务的网络体系。”牡丹
区人社局局长张绍斌表示，目前
已在济南、郑州、上海等区外城市
设菏泽返乡创业服务站30余个，
区内设返乡创业服务中心，建立
区乡村三级服务体系，提供一站
式服务，实施零跑路、一次办理、
容缺办理新模式，努力为返乡人
才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同时，全面

落实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将个体
户贷款额度提高到20万元，小微
企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今
年上半年，全区先后发放1450多
笔创业担保贷款，共计1 . 87亿
元。

牡丹区还设立了返乡创业指
导窗口，借助区委党校、天华优博
培训学校等培训载体，采取“菜单
式”点题培训、“送学式”普及推
广、“联络式”实践跟踪、“交流式”
观摩互比等方式，对返乡创业、任
职人员开展创业就业、村支部领
办合作社等专题培训，进一步提
高创业、任职能力和水平。

在牡丹区优质营商环境和积
极政策的吸引下，一批在外成功
人士纷纷返回家乡，开启新的创

业就业之路。李村镇宋楼村村民
宋海刚回乡创建了苏菏针织服饰
有限公司。“在外打工多年,积累
了不少管理和经营的经验,也尝
到了远离家乡的辛酸和无奈,所
以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宋海
刚表示，目前公司年产值近千万
元，常年安置当地村民100余人就
业，人均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

牡丹区安兴镇鼓励各村党支
部书记主动与在外工作的成功创
业者对接，探索出“老乡带老乡、
老乡带老板”的返乡创业新模式，
实现了部分产业回迁、外出人员
回流，建起了生态农业产业园、返
乡创业园、服装加工厂等一批项
目，帮助当地富余劳动力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目前，该镇重点培育

建设了返乡创业园已形成两大功
能区，在镇北部规划的返乡创业
区，已入驻金泓电子、高峰电机等
企业10余家；在镇南部规划的制
造产业区，已建设了光大电厂新
能源产业区、万成服饰加工、瑞康
机械等17家企业。

同时，牡丹区建立了村级后
备人才创业项目库，将返乡人才
作为入党培养对象、后备村干部
重点培养。开展创业项目征集筛
选工作，结合个人发展意愿提高
项目对接效率，累计引入创业人
才6800余名，建设创业项目4500
多个，创建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和
示范点800多个，最大限度为返乡
人才提供项目、资金和平台的“立
交桥”。

10月16日，黄河滩区果品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应用效果展示说明会在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处林童果业有
限公司内召开，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二部博士研究员、副部长高文胜，菏泽市林业局首席专家、二级
研究员王海明，菏泽市林业局果树站站长樊庆军，牡丹区林业局局长侯兆伦，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处主任邵
潇以及其他20多位林业技术人员，百余名果农代表参加说明会。会上，高文胜和樊庆军共同为林童果业颁发
了“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试验示范基地”标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李潇 摄影报道

黄黄河河滩滩区区果果品品提提质质增增效效

遗 失 声 明
★郓城县运达球架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5日之前使用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郓 城 及 时 雨 酒 类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于 2 0 2 1 年 1 0 月 1 7 日 之 前 使 用 的 编 号 为

91371725MA3DDACL09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亿禾农牧机械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7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3717250096823的

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史丹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0MA3G8GQ503)法人章

(编码：3717400024778)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全苗快餐店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23717020105333)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交 房 公 告
尊敬的皇家学府二期1#、2#楼业主：

您所购买的皇家学府二期1#、2#楼现已全面竣工，并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证》，具备交房条件。我司定于2021年10月25日—10月27日办理上述楼栋交
房的相关事宜，具体交房时间详见《交房通知》，请您按约定的时间，凭相关资料到
皇家学府营销中心(大学路与牡丹北路交会处)办理交房手续，敬请相互转告。未收
到《交房通知》的业主可亲至皇家学府营销中心领取或致电0530-7878777。

特此通知！
菏泽皇家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见习记者 李潇

为积极响应“放管服”改革要
求，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公共资源
交易市场运行成本，市公管办于
去年6月9日印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的
通知》，要求自2020年6月20日起，
凡通过菏泽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平
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的，招标代
理机构一律停止收取投标企业标

书工本费。
目前，菏泽市公共资源交易

已实现全流程电子化，代理机构
制作、发布招标文件已无印刷、邮
寄成本，通过菏泽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的比例达
到100%，做到了所有招标项目零
收费。对发现仍收取标书工本费
的，立即通知行业监管部门对招
标人及代理机构下达《交易文件
检查意见书》，责令整改。通过一
段时间的运行，执行情况良好，违

规收取标书工本费得以有效根
治。

菏泽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托
全市统一的电子交易平台，自
2020年6月20日起，全市公共资源
交易实行招标文件免费下载，经
测算，仅取消招标文件费，每年可
为投标企业减负约2000万元。截
至9月底，菏泽市公共资源交易项
目中总计实施全流程电子化项目
798个，投标人次4170次，实际减
少纸质标书成本2085万元。

免费下载公共资源交易招标文件
为投标企业减负约2000万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袁文卿

10月14日，由中国民协、山
东省文联主办的“我们的节日·
重阳节”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
菏泽曹县举办。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省文联
主席潘鲁生出席研讨会并讲
话，菏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
强，市政协副主席、曹县县委书
记张乾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尹慧萍，市文联主席田继雷

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

从重阳节民俗活动、各民族参
与传统节日的不同表现、民俗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节庆
活动的时代价值等多个角度发
表观点，挖掘重阳节丰富的文
化内涵，研讨重阳节的时代价
值，激活历史传统，唤醒文化记
忆，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文化
共识，涵养民族文化自信，促进
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美德进一
步传承和发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张允盛 张建增

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巨
野县全面推行了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健全
了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
机制，形成了常态化监管机
制。

坚持公示公开，规范透明。
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匹
配执法检查人员，按照随机抽
查相关任务事项开展联合抽查
检查，并将检查结果通过山东
省政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平台向社会进行公示，形成了
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的监管工作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监管。
实施信用风险分类监管，针对
突出问题和风险等级开展双随
机抽查，对风险等级高的企业
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对风险
等级低的企业减少抽查比例和
频次，对通过投诉举报、转办交

办、数据监测等发现的具体问
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切实
提高了监管精准性。

坚持无事不扰，严惩违
法。除特殊重点领域外,原则上
所有行政检查都将通过双随
机抽查的方式进行，不再全面
巡查，取代了过去市场监管领
域多头重复检查、检查过多过
滥、随意任性执法等问题。没
有纳入随机抽查范围或未发
生异常情况,不得随意检查企
业,不能“想查谁就查谁”,通过
系统内和部门联合双随机检
查，达到监管的目的，实现了

“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
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的过多干预，提升了执法效
能，营造了宽松、公平的市场
环境。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线
索一查到底、依法依规处理并
将处理结果记于相应市场主
体名下,形成对违法失信行为
的长效制约，让企业感到“利
剑高悬”，用较少的抽查比例
达到100%的震慑效果。

巨野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推行“阳光”监管，不给企业“添乱”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菏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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