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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33311热热线线两两年年多多接接投投诉诉11887722件件
食品类的投诉占了七成，药品占两成

本报聊城3月31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于明发 )
3月31日是12331食品药品投

诉热线宣传日，聊城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在金鼎购物中
心前广场现场接受投诉和举
报。据了解，聊城市12331食品
药品投诉举报中心成立两年
多时间里共受理群众咨询和
投诉 5372件，其中投诉举报
1872件。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专家
义诊、讲座、患者‘现身说法’
等 手 段 变 相 销 售 药 品 的 诱
导。”3月31日，在金鼎购物中
心前广场，聊城市食药监局的
执法人员向市民发放《食品药
品投诉举报知识手册》，并教
给市民如何辨别食品药品的
真伪。

同时，为发挥“12331”
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系统
平台作用，畅通食品药品安全
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食品

药品和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
方面违法行为，3月31日上午，
市食安办主任、市食药监局局
长孙峰现场接听“12331”投诉
电话，倾听市民关于食品药品
的投诉。

“有假冒伪劣的食品药
品，一定要拨打12331举报，维
护咱们的合法权益。”随后，孙
峰来到金鼎购物中心十字路
口，给市民发放宣传材料。当
天，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现场
接受群众咨询投诉，解答疑难
问题。遭遇假劣食品药品侵害
的市民现场投诉和举报，市民
对食品药品不清楚的问题，现
场进行了咨询。

据了解，聊城市12331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成立于
2012年6月份，中心主要职责
为：负责人民群众对于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
妆品在生产、流通、使用环节
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受理及

咨询，中心成立两年多来，共
受理群众咨询和投诉5372件，
其中投诉举报1872件。
“食品大约占七成，药品占

两成，其他投诉占一成。”工作
人员介绍，今年12331宣传日
的宣传口号是“食品药品防假

冒，发现问题早举报，请拨打
12331”。现在12331热线越来越
为市民熟知，投诉量也在明显
增加。2014年的投诉举报数量
比2013年增长了一倍还多，社
会各界参与食品药品监管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

市食安办主任、食药监局局长孙峰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运河沿岸开放
八处免费公厕

本报聊城3月31日讯(记者
张召旭) “兴华路运河桥北面小广
场有公厕了，以后在运河沿岸上厕
所方便多了。”3月31日，市民刘先生
说，他经常沿运河两岸散步，最近
运河边新开放了一些免费公厕。

“春天到了，运河两岸的柳树
已经十分青翠，再加上盛开的迎春
花和其它植被，运河两岸现在很适
合散步。”刘先生说，此前运河两岸
以及桥洞下经常有人随地大小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运河边不好找
公厕，很多人会就地解决，以至于
运河桥洞下根本无法过人。

记者从环卫部门了解到，眼
下运河沿岸新增设了10处公厕以
方便市民如厕，眼下已经免费开
放8处，还有两处尚未招到管理
员，管理员到位后会立即开放。

眼下已经开放的8处公厕分
别为运河东岸建设路桥南50米小
广场、运河东岸兴华路桥北100米
广场、运河东岸东昌路王口桥北
60米小广场、运河西岸汇金街东
300米小桥头、运河东岸东昌路运
河桥东头南侧、运河西岸利民路
运河桥北、运河西岸湖南路运河
桥北150米小广场以及卫育路运
河桥西南侧。

东昌路东西板桥
加固工程完工

本报聊城3月31日讯(记者
张召旭) 记者从聊城市市政公用
事业管理局获悉，春节前，市政部
门曾招标对东昌路东西板桥进行
加固，眼下东昌路东、西板桥桥梁
维护加固工作已经完工，下一步
工作人员将继续对东、西板桥进
行饰面喷涂工作，再增城区靓点。

东昌路东板桥是城区和开发
区的连接纽带，是城区车流量最
大的一座桥梁。全桥横跨徒骇河，
共计27跨，桥面由沥青混凝土铺
装而成。由于东板桥建设年限较
长，水下石柱出现风化脱落和钢
筋锈蚀的情况，已经对车辆的正
常行驶构成安全隐患。

为保障桥梁正常安全运行，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春节前曾组
织对东昌路东、西板桥等桥梁设
施进行维护加固。对桥梁下部构
件1至26跨梁板进行打磨找平后
粘贴钢板提升梁板抗压强度。对
下部构件1至17跨中幅拱圈底部
增加15cm厚钢筋混凝土进行增
大截面处理，在拱圈底部及侧面
外包一层钢筋混凝土，形成钢筋
混凝土复合拱圈加固层，达到增
大主拱圈刚度、强度，抑制砌缝开
裂的目的，通过复合拱圈共同作
用，承担后期荷载，保证拱圈砌体
结构的整体性。

前前俩俩月月全全市市工工业业用用电电同同比比增增1111 ..5544%%
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增速加快

本报聊城3月31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经

信委获悉，今年前两个月，聊城
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实现产值
同比增长12.5%，作为工业经济
运行先行指标的工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11.54%。

初步统计，今年1-2月份，
聊城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实现
产值 1204 . 1亿元，同比增长
12.5%。

从重点调度企业来看，1-2

月份，东阿阿胶实现产值10 .17
亿元，同比增长578 .62%；鲁西
集团生产化工产品73 .79万吨，
同比增长26 .92%；冠县冠洲集
团的主导产品冷轧板、镀锌板、
彩涂板分别生产27 .67万吨、
18 .11万吨、16 .28万吨，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14 .43%、1 .8%、
7.25%；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
日均环锭纺棉纱产量达到19 .1
吨，超过去年最好水平。从出口
来看，1-2月份，时风集团实现

出口额 6944万元，同比增长
18 .3%；泉林集团实现1820万
元，同比增长84%；凤祥食品产
业实现出口创汇1 .15亿元，同
比增长11. 21%。

从投资来看，1-2月份全市
工业投资完成38 .5亿元，增长
16.2%。泉林集团共完成项目设
备、基建等投资1.91亿元；时风
集团完成投资1.5亿元，现代农
业装备产业园冲焊车间两条自
动化冲压线、自动化焊装线和

低速电动车总装线已经投产。
此外，作为工业经济运行

的先行指标的工业用电量，1-2
月份，聊城市累计完成36 .07亿
千瓦时，增长11.54%。全市工业
用电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受茌
平有色金属行业用电量带动影
响，1-2月份茌平工业用电量累
计完成18 .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6 .93%。1-2月份，全市工业
增值税完成10 .13亿元，同比增
长46.11%。

3月30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济
南开往菏泽的K8295/6次列车上，一
名中年妇女突然昏厥。

列车工作人员一边在旅客中寻
求帮助，一边与前方停车站聊城火
车站联系。聊城站接到列车电话后，
立即拨打了120，并组织人员提前在
站台等候。列车一停稳，列车和车站
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旅客抬到担架
上。经过医护人员的简单救治后，车
站又协助医护人员把生病旅客送往
医院，并留人陪护，直至旅客脱离危
险。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伟
丽 摄影报道

列列车车急急救救

本报聊城3月31日讯
(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王勇 ) 3月30日上午，
市委、市政府在东昌宾馆
隆重召开平安聊城建设表
彰大会，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景颜，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忠林，市委
副书记陈平，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刘强，市委常委、
副市长耿涛等领导出席会
议。市技师学院获得2014
年度“平安聊城建设先进
单位”荣誉称号。这是学院
安保工作被省公安厅荣记
二等功、获得“平安高新区
建设先进单位”后，获得的
又一殊荣，也是聊城市教

育系统此次获奖的唯一单
位。学院副院长兼工会主
席崔杰代表学院接受奖
牌。

2014年，学院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紧紧围绕“东融西借、
跨越赶超，建设冀鲁豫三
省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
的奋斗目标，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关于综治
暨平安建设的一系列指
示精神，紧密围绕综治暨
平安建设工作重点，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措施落
实，深化平安单位建设，
不断提升综治管理科学
化水平，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实现了新发展，
取得了新成效，开创了新
局面，保障了学院良好教
学、生活、生产秩序，为学
院实现三年基本奋斗目
标，打赢第二战役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环境。

学院将以此为契机，
努力创建平安校园、和谐
校园、法制校园，坚持安
全底线思维，时刻牢记安
全第一理念，履行好五大
责任，即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主体责任、监管责
任和岗位责任，为创建省
级文明单位，打好学院第
三攻坚战役保驾护航、再
创佳绩。

聊聊城城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
安安保保工工作作再再获获殊殊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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