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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上半年开展9次消防安全专项行动

临时查封371家社会单位
本报菏泽7月17日讯 (记者

姚楠 通讯员 杨海亮) 2013年
上半年，菏泽先后开展了9次消防
安全专项行动，共检查社会单位
5 . 1万家，查处、整改火灾隐患
10 . 8万余处，责令“三停”167家，
临时查封371家。此外，17日，《菏泽
市消防工作考核实施办法》出台，
将根据市政府与各县区签订的《年
度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对各县区
政府进行考核。

4月7日至7月1日，菏泽市公安

局部署开展了以“集中核查、集中
查封、集中处罚、集中整改、集中督
办”为主要内容的护菏2号“五集
中”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对10个县
区内重点单位和“九小场所”逐一
进行拉网式核查。核查中，共出动
警力3400余人次，检查社会单位和
场所1 . 56万余个，发现火灾隐患4
万余处，临时查封单位和场所249
家，罚款480余万元。专项检查中，
被处以临时查封的249家单位和场
所多存在涉及建筑消防设施、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易燃易爆危险品、
易燃可燃材料、违章搭建彩钢板建
筑等严重危险公告安全的违法行
为，另有1243家单位和场所存在堵
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
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擅自停用、
拆除消防设施等隐患，依法受案查
出。

截至6月30日，上半年全市共
接处警2860起，其中火灾2564起，
抢险救援268起，社会救助28起。火
灾造成损失6580万元，保护财产价

值1 . 8亿元，未发生较大以上和造
成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

17日，《菏泽市消防工作考核
实施办法》出台，将消防工作考核
结果作为对各县(区)政府主要负
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
重要依据，根据市政府与各县区签
订的《年度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
对各县区政府进行考核，考核内容
包括消防安全责任、火灾预防、消
防组织、消防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工
作，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予以表

扬，有关部门在相关项目安排上予
以优先考虑。

另据了解，近期，菏泽市政
府将出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
票否决权制实施办法》，对发生
重大治安、火灾或安全责任事
故，一次死亡3人以上或死亡、重
伤1 0人以上的县区及存在重大
火灾隐患未挂牌督办整改、消防
业务经费未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重点镇政府专职消防队未建设
到位的县区一票否决。

在职教师办班，学校将被“连坐”
巨野严整暑期乱办班、乱补课行为，违纪的城区学校教师一律调出城区

本报巨野7月17日讯(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徐兴波 邢伟
轩) 17日，记者从巨野县教育局获
悉，巨野县重拳出击整治暑期乱办
班乱补课行为，对顶风违纪的在职
教师，除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
纪律处分及行政处理外，三年内不
能评优晋级，是城区学校教师的一
律调出城区。

该行动主要针对暑期教师乱

办班、乱补课现象，县政府召开专
题会议，下发文件，明确有关规
定，严禁任何学校和个人及非教
育机构占用学生暑假休息时间组
织集体补课，严禁中小学在职教
师从事有偿家教，严禁举办各类
辅导班、补习班等活动。

“这次行动加大了对暑假乱补
课的惩罚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的惩罚力度。”巨野县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违反规定、顶风违纪的在
职教师，除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
的纪律处分及行政处理外，三年内
不能评优晋级，是城区学校教师的
一律调出城区。对乱补课的教师及
所在学校实行一票否决，取消个人
及所在学校各种评先评优资格，并
在全县进行通报批评

行动中，教育局成立专门督
查小组，公安局、执法局积极配

合，广电局派出专门人员，全程录
像，对城区中小学校开展专项督
查；各镇区(办)实行“属地管理”制
度，由政府牵头，镇区长是第一责
任人，分别成立由分管书记任组
长、分管镇长任副组长，管区书
记、中心校、派出所、工商管理所、
行政执法大队为成员的治理工作
小组，采取不定期的明察暗访，发
现问题及时调查处理。

县纪委和教育局向社会公开
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及学生
家长的监督。继续实行“一把手”
负责制，学校校长与全体教师签
订责任状，实行层层包保，责任落
实到人。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都
要分别负责相应的学科、年级组
或教师，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出现
问题，在追究有关教师责任的同
时，还追究包保领导的责任。

干得差，一城管队长遭免职
单县行评动真格，差评科室全县通报批评

本报单县7月17日讯 (记者 崔
如坤 通讯员 鲁恒峰 邵贤东)

近日，单县组织开展上半年行风评
议重点科室活动。通过评议，排名列
后三位的该县环保局污染防治股、
县城管局综合执法四中队、一中队3
个重点科室受到全县通报批评，被
评为最后一名的县城管局综合执法
一中队负责人遭就地免职处理。

据了解，以往，该县民主评议对
象为执法执纪部门，问责对象为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而涉及企业生
产、经营的重点科室不在评议之列，
一些作风不优、服务不佳的科室受
不到追究，服务承诺不落实、推诿扯
皮甚至吃拿卡要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这种现象，该县今年将评
议工作重心下移，将与发展环境密
切相关的21个执纪执法部门的49个
重点科室做为评议对象。坚持开门
搞评议，组织全县123家规模以上企
业负责人围绕服务企业、工作作风、

办事效率、政务公开、法纪观念等5
个方面对参评科室现场“打分”。评
议采取当场发票、当场涂写、当场回
收、集中汇总的方式，对参评单位按
得分多少排出名次。

通过评议，排名列后三位的该
县环保局污染防治股、县城管局综
合执法四中队、一中队3个重点科室
受到全县通报批评，排名最后的县
城管局综合执法一中队负责人被就
地免职。

菏泽首次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此举将有效防范竞买人串标，给真正的竞买人安全自由的竞价空间

本报菏泽7月17日讯(记者 崔如
坤 通讯员 王冬兰 张洪涛) 16
日上午10点35分，随着最后五分钟限
时竞价时间的结束，码号为30148的
竞买人在中国拍卖协会网站上以
181500元的价格拍得一辆迈腾轿车，
标志着菏泽中院首起网络司法拍卖
取得成功，而这一拍卖方式将有效防
范竞买人串标，避免传统司法拍卖中
存在的弊端。

据了解，本次所拍物品是菏泽中
院执行二庭承办执行的，陈某诉王某、
刘某、李某、周某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合议庭根据申请人陈某的申请，对

借款人董某名下的迈腾轿车一辆进行
司法评估。评估结束后，6月19日启动
了司法拍卖程序。7月2日，菏泽中院技
术室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发布拍卖
公告。7月8日至9日组织有意竞买人到
拍卖标的指定地点勘查了标的物，最
终有4家竞买人正式参与。

网络拍卖于上午10点正式开始，
竞拍时间30分钟，限时竞价5分钟，标
的物起拍价为181500元，在菏泽中院
的网络拍卖现场，没有竞买人，只有
法院工作人员和拍卖师看着大屏幕
等着拍卖时间的到来。10点0分36秒，
中国拍卖协会网站显示：一位竞拍号

码为 3 0 1 4 8的竞买人首先拍出了
181500元，之后没有其他竞买人参
与，随着竞拍时间和限时竞价时间的
结束，网站显示拍卖成功，这位号码
为30148的竞买人拍得了该标的物。

据介绍，本次网络拍卖，遵循最
高人民法院网络拍卖有关精神及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的有关要求。
拍卖师刘庆华说，网络拍卖能有效防
范竞买人串标，给真正的竞买人安全
自由的竞价空间，有效避免了传统司
法拍卖中存在的弊端，对于适用于网
络竞价的设备类、车辆类等标的来
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竞价方式。

大学生暑假下乡忙

7月17日，菏泽学院社会
科学系组织的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一行10

余人，赴“芦笋之乡”曹县青堌

集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同
学们通过从田间到车间再到
城镇开发现场的实地走访，了
解到这里农民生产方式的转

变。在这里，由于统筹发展，这
里以芦笋为龙头的农产品，无
论产前、产中、产后，都能带来
经济效益。

图为：大学生在青堌集
镇朱老家村大田里实地了解
带给农户好效益的芦笋。
本报记者 景佳 摄影报道

献爱心
7月17日，菏泽市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书法

作品捐赠活动，47位书法家将52幅书法作品通
过菏泽市红十字会捐赠给四川省雅安县，以表
达对灾区人民的祝福。据悉，四川雅安地震发
生后，菏泽市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爱心募捐
活动，全市红十字会共募集资金435194 . 2元，这
批资金已通过省红十字会全部转送到雅安。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影报道

菏泽卫生监督机构

将进行内部行风整改

本报菏泽7月17日讯 (见
习记者 赵念东 ) 为优化
卫生监督发展环境，加强和改
进卫生监督行风和作风建设，
提高卫生监督人员的的学习
意识、大局意识、主人翁意识、
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17日上
午，市卫生监督机构召开以

“扬正气、比技能、讲奉献”为
主题的宣讲活动，加强行风整
改，力图在全市卫生监督体系
上下形成“扬正气、比技能、讲
奉献”良好风气。

据介绍，市卫生局卫生
监督局将此次整改活动列为
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以年
初市卫生监督机构内部布署
的开展“转作风、提效能、树
形象”活动为契机，通过开展
专题督查、明察暗访和民主
评议等形式，着力解决内部

执行力不强、制度虚设以及
违纪违规追究不严等问题，
促进卫生监督行风建设工作
越来越规范，完善职责清晰、
管理健全、运转协调、行为规
范、惩罚分明的内部管理制
度，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强、
作风优良、业务过硬、风清气
正的卫生监督队伍。

由于卫生监督工作涉及
面广，社会关注程度高，市民
对卫生监督服务的期望日益
增长，卫生监督行风建设难
度越来越大。现阶段，菏泽市
卫生监督工作仍然繁重，菏
泽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称，
下一步市、各县区卫生监督
机构和全体卫生监督人员将
立足本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和服务质量，维护好、发展好
市民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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