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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33人人入入围围
山山东东好好人人每每周周之之星星评评选选

本报菏泽9月6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6日，齐鲁晚
报记者了解到，第66期山东
好人每周之星候选人评选活
动启动，菏泽3人入围，分别
是王怀恒入围助人为乐之星
评选，何义入围见义勇为之
星评选，王秀灵入围孝老爱
亲之星评选。

据悉，为推动学雷锋活
动常态化，根据省委办公厅

《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的实施意见》(鲁办发[2012]6
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分别
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
个方面，在全省广泛开展“山
东好人——— 每周之星”推荐
评选活动。

“山东好人”候选人每月
5日公示，接受群众投票，当
月22日结束。网络投票每个
IP地址每天限投1次，每次限
投4个候选人。结合网上投票
和专家评议结果，每周从候
选人中推出一名“山东好人
之星”，并在网上公布，其他
候选人均为当月“山东好
人”。

王怀恒是东明黄河河
务局退休职工，此次入围助

人为乐之星评选。他是在治
黄事业奋斗了40多年的“老
黄河”。1 9 9 3年 3月退休以
后，一直帮着村里做着原本
不该他做的份外之事，20多
年来，退休不退身，被群众
冠以义务调解员、义务钱管
家、义务管理员、义务送货
郎等头衔。

何义是菏泽东郊国家粮
食储备库职工，此次入围见
义勇为之星评选。2016年10
月19日早晨5时许，何义在赵
王河游泳，发现水中漂浮一
女子，随后将其救出，在发现
该女子还有生命迹象后，何
义运用刚学到的救生技能将
这名女子救活。单位领导深
受感动，奖励他一千元现金，
他又将一千元现金捐给了菏
泽一爱心协会。

王秀灵是单县高老家乡
董吴庄人，此次入围孝老爱
亲之星评选。她照顾三位久
病不起床的老人已达40余
年，呕心沥血从没有半句怨
言，承担家中重担也是尽心
尽力。王秀灵服伺三位老人
的点点滴滴不仅在亲戚朋友
中相传，四邻八舍也赞不绝
口。

本报菏泽9月6日讯 (记者
崔如坤) 4日，菏泽市政府

召开第1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
署环保工作。会议听取了关于
中央环保督察山东期间移交菏
泽市案件及市级信访案件整改
落实情况、环保部《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及贯彻
落实意见、全市大气污染源排
放清单编制工作情况、全市冬
季清洁采暖工作情况等方面的
汇报。
  会议充分肯定了菏泽市迎接
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取得的阶段性
成绩。截至9月3日，菏泽市共接受
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件71件，占全
省总数的1.3%，全省数量最低；已
办结51件，办结率71.8%。
  解维俊要求，要继续加大
转办件、特别是重点案件的办
理力度，确保整改到位、追责到
位。要举一反三，切实抓好类似

问题的自查自纠，探索建立长
效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
生。要高度重视、正确看待市级
转办信访件的办理工作，严格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件的标
准和要求，坚决整改落实到位，
彻底消除环境问题，夯实生态
菏泽建设的基础。
  解维俊指出，开展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是中央针对我国北方地区
秋冬季大气污染偏重的实际，
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目
标明确、任务具体、措施有力、

考核严格、问责严厉。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提高认识，严格按照
中央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好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行动。

会议要求，要抓好全市大
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
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靶向、目
标。要大力推进集中供热、气代
煤电代煤等关键举措，努力减
少冬季散煤使用量。要在市保
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调
联络组的基础上，建立保障
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协调联络
组，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坚决打

赢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战。
  解维俊强调，实施冬季清洁
采暖是减少污染的关键之举，是
源头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
重大战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搞好规划方案，把各项任务目
标落到实处。要抓好气源电源的
落实，统筹推进民用散煤治理。
要切实搞好试点，发挥好示范带
动作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舆论引导，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
清洁采暖行动，坚决完成气代
煤、电代煤工作任务，努力提升
大气环境质量。

菏泽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环保工作

7711块块““硬硬骨骨头头””，，菏菏泽泽““啃啃下下””七七成成多多

本报记者 周千清

5日，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管
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会上结
合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实际，研
究部署推动食品药品监管重点
工作，同时确保实现年度工作
目标的具体措施，包括推动示
范创建，防范各类风险发生以
及强化治理能力建设等。

上半年药品评价性
监测合格率100%

会上，菏泽市食安办主任、
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长郝丕进介绍，今年以来的食
品药品监管工作富有成效。其
中，实现食品药品负面舆情零
通报，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零发
生。食品监督抽检问题发现率
6 . 3%、全省第一，问题处置率
50 . 75%、全省第二，食品抽检
结果公布市本级4626批次、县
区6891批次，每千人1 . 41批
次、全省第六。药品抽检问题发
现率、处置率均居全省第五位，
药品评价性监测合格率100%
等。

但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
问题。“产业基础和监管基础依
然薄弱，创城工作起步晚且推
进缓慢、县区技术支撑能力弱、
品牌创建数量少、‘食品摊点’

备案率低、食安办综合协调职
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
郝丕进说，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了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开
展，增加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制
约了全市科学发展考核总体成
绩。

郝丕进表示，下半年要推
进措施，要强力推动示范创
建，强化危机意识，防范各类
风险发生，还要强化治理能力
建设，全面提升食药安全保障
水平。

建立信用评定标准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会上，郝丕进提出要提升
基层监管能力，加快推进基层
监管机构标准化工程建设，加
强执法装备配备，满足监管急
需。同时，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监管执
法能力，力争在全省医药行业
技能大赛、全省食品药品稽查
办案技术比武活动中取得好
成绩。

在技术方面，加快食用农
产品市场快检室建设，扩大流
动快检车覆盖面，加强基层监
管所快检设备配备和实际操作
培训，用好快检手段，努力构筑
构建以县级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为主体，定点快检室为补充，流

动快检车为辅助的检验检测体
系。

郝丕进指出，要提升综合
保 障 能 力 ，广 泛 开 展 药 品
GMP、GSP跟踪检查，强力推
动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实施，督促企业完善产品
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做优做强

“拳头”产品，推动食品药品工
业提档升级。扶持食品药品流
通企业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全
面实行供货商备案管理制度和
企业统一配货制度，大力引进、
发展冷链食品药品物流企业，
积极探索、创新与邮政菏泽分
公司合作向农村配送食品的新
方法，努力构建管理规范、覆盖
城乡的新型食品药品配送模
式。

同时，建设配套体系，加快
推广食品生产企业追溯体系建
设经验，加快建设“智慧监管”
系统，充分运用“互联网+”理
念，启动部分食品药品信息扫
码入网试点，逐步向各类企业、
各类产品推广。

此外，市局各业务科室要
加快建立企业信用评定标准，
各县区局加强全省食品药品监
管系统的操作使用和监督检
查、抽检、执法等数据的录入，
建立企业动态化信用管理档案
和监督检查信息档案，推动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

日前，省银监局局长陈颖一行来菏调研银行业支持农业供给侧改革情况，一行人先后深入菏泽巨
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省曹普工艺有限公司、菏泽天华电商产业园等企业园区，就农业产业融合发
展情况进行调研，随后赴东明考察了黄河滩区迁建情况。调研期间，陈颖与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解维
俊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座谈。 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王庆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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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5V26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574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华润运输有限公司鲁RL1967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0147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张景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丢
失，证件编号：3 7 2 9 2 8 1 9 6 4 1 0 0 2 2 2 3 6，档案编号：
372928196410022236，声明遗失。

★菏泽开发区肯特仪器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本)丢
失，编号：372901198512137236R0，声明遗失。

★菏泽市力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371729200004167)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5 6 7 7 1 9 0 9 — 1 )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 鲁 菏 税 字
372901567719091)正本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李德收私人章3717220003163不慎丢失，声明挂失
作废。

★单县兴农洋香瓜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
93371722571693066U不慎丢失，声明挂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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