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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手手机机公公益益短短信信给给农农民民网网购购提提醒醒
县市场监管局6项措施打假护农，查处违法经营农资案5件

本报3月28日讯（通讯员
昝龙训） 为有效保障农业生
产和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近
日，县市场监管局出台6项措施，
集中开展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市
场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整治。

首先，该局广泛开展农村
市场打假宣传活动。特别针对
农民网购消费迅速增加的新情
况，提高防范风险、识假辨假的
意识和能力。针对农村特点，采
取多种形式强化宣传，在农村
商业网点发放宣传册、张贴宣
传画，向种植大户、农资经营户

等发送手机公益短信等方式，
增强宣传效果。

围绕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
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
品，针对农村市场的县城农贸
市场、各乡镇的大卖场、商品批
发市场、主要仓储集散地、乡镇
(村)集市、农资生产经营业户以
及周边地区、侵权假冒案件高发
地，突出“两节”“两会”以及春耕
等重要农时和节庆时段，集中开
展执法检查，严肃查处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违法行为。

该局会同有关部门，借助

乡镇综合执法大队的力量，开
展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市场主体
抽查和执法检查，依法取缔无
照经营行为。依法查处滥用、冒
用、伪造涉农产品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行为。

市场监管局积极引导经营
者实施购销台账和索证索票制
度，防止来路不明的商品进入
流通领域和消费者手中。依法
查处商品销售中掺杂使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行为；严厉查
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以药

品、农资等为重点，查处制作发
布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各地对
发现的假冒伪劣商品线索，要
追根溯源，深挖生产源头和销
售网络，依法追究生产经营主
体责任。

检查过程中，各市管所、直
属局、科室在执法检查时发现侵
权假冒行为涉嫌犯罪的，及时向
公安机关通报，按规定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主动支持配合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做好涉
农犯罪案件办理工作。

对在专项活动中依法查处

的假冒伪劣商品，由相关科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政
府申请落实专项检测经费，组
织假冒伪劣商品无害化处理，
防止再次流入市场，特别是流
入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等监管薄
弱地区，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
报县环境保护部门。

截至目前，该局已累计检
查农资经营业户217户，检查商
品7个大类86种产品，依法立案
查处违法经营农资案件5件，商
标侵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3件，有效地净化了农村市场。

签签订订责责任任状状抓抓有有害害生生物物防防治治

本报3月28日讯（通讯员
卞晓阳） 为把2018年的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落到实
处，商河县防治指挥部在林业
生产动员会上专门印发了《商
河县2018年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防控实施方案》，县政府与
各街镇政府签订了防治责任
状，通过四项举措紧抓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工作。

2018年将陆续在全县设立50
多处性诱监测点和5处自动虫情

测报灯监测点，重点监测美国白
蛾、杨小舟蛾、榆掌舟蛾等虫害。
各街镇及有关部门确定至少1名
虫情调查统计员，每个村固定1
名虫情调查员。

根据虫害发生规律，抓住有
利时机和重要环节，采取灯光诱
杀、人工剪除网幕、药防烟防、释
放白蛾周氏啮小蜂等人工物理、
生物防治、飞防等综合措施科学
防控。防治关键期，继续实行虫
情日（周）报告制度。

文文科科卫卫三三下下乡乡

连连续续演演出出1122场场

22日晚，由商河县委宣传
部、县文广新局、县卫计局、县
科技局联合举办的“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韩庙镇
政府驻地结束。

该活动连续演出12场，覆
盖全县12个镇（街），演出节目
内容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商河
县文广新局演出队伍更新了大
量传统的戏曲、舞蹈，京剧《军
民鱼水情》《贵妃醉酒》等节目
在演绎历史的同时也弘扬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
本报通讯员 刘佳慧 摄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获获评评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工工作作先先进进单单位位

本报3月28日讯(通讯员
胡秀萍) 近日，商河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被济南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评为2017年度安全生产工
作先进单位。

2017年，该局紧紧围绕县
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深化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改革创新为

目标，以严厉打击使用管理违
法行为为切入点，提升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水平，多
措并举抓监管，严防安全责任
事故发生。

根据2017年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工作要点，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尤其是注

重加强了对学校、医院、商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的督
查。

按照市质监局、县安委会
要求，先后开展特种设备领域

“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安全
百日攻坚治理”“安全生产大检
查”活动11次。

县县林林业业局局加加强强党党风风廉廉政政建建设设及及反反腐腐败败工工作作

本报3月28日讯 近日，记
者从商河县林业局了解到，该
局紧紧围绕全县“2383”工作体
系，以县委第三巡察组提出的
整改问题为导向，创新工作机
制、深化标本兼治，驰而不息纠
正“四风”和“四风”问题新表现
新动向。

林业局牢固树立“抓党风
廉政建设是本职、不抓党风廉
政建设是失职、抓不好党风廉
政建设是渎职”的思想，切实增
强“一岗双责”的主动性和针对
性，做到“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
松手，班子成员履行分管责任
不缩手”。

“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地生根；加
大问责追究力度，做到失责必
问、问责必严、有责必担，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
面落实。”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报通讯员）

44月月--66月月
温温泉泉基基地地大大酬酬宾宾 五五种种赠赠送送任任你你选选

活动时间：
2018年4月1日—6月30日
活动内容：
平日（周一至周五，不含周

六、周日及节假日）：
温泉：
成人168元/位/次，儿童：

118元/位/次；赠送鱼疗+死海
漂浮各一次+“营养份餐30元
一份、30元采摘券一张、30元垂
钓券一张、技师项目（采耳、刮
痧、修脚三选一）一次、30元餐
饮烧烤券一张”五选一。

客房（周一至周四）：

入住客房享受6 . 5折优
惠，赠送双人早餐+双人温泉；
入住期间限本人无限次沐浴温
泉，不含鱼疗、死海漂浮浴；每
间房每人赠送“30元采摘券一
张、垂钓券一张、技师项目（采
耳、刮痧、修脚三选一）一次、30
元餐饮烧烤券一张”四选一。

康体：
出租项目享受7折优惠。

周末（即周六、周日及节假
日即清明节、端午节）：

温泉：

成人168元/位/次，儿童：
118元/位/次；赠送鱼疗+死海
漂浮各一次。

客房（周五、周六、周日）：
入住客房享受6 . 5折优

惠，赠送双人早餐+双人温泉；
入住期间限本人免费沐浴温泉
一次，二次沐浴温泉68元/人

（不含鱼疗、死海漂浮浴）。
餐饮：
餐饮推出无公害有机养生

蔬菜和野菜。
康体：
出租项目享受8折优惠。

长长期期停停业业企企业业清清理理了了5500家家

本报3月28日讯（通讯员
单桂燕） 为贯彻落实“宽

进严管”改革要求，保证企业
登记数据的真实性，确保政府
掌握我县经济发展实际情况，
按照上级要求，商河县市场监
管局联合县国税局和县地税
局，对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
送年度报告、未进行纳税申报

的企业和通过登记场所（经营
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超过两年的企业
进行集中清理，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腾出发展空
间。截至 1 6日，该局对核实
的长期未经营企业进行了
立案调查，并按照法定程序
依法进行吊销。

小小学学生生学学雷雷锋锋送送温温暖暖到到敬敬老老院院

本报3月28日讯（通讯员
郑金玉） 为进一步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雷
锋精神，怀仁镇中心小学以
德 育 建 设 为 重 点 ，开 展 了

“学雷锋送温暖——— 走进敬
老院”活动。

20日，怀仁镇中心小学的
孩子们来到怀仁镇敬老院。孩
子们和老人们谈谈心、打扫卫
生、整理房间，把爱付诸了实
际行动。每个人都带着关爱的
心，做着关爱的事，如给老人
们晾衣服，叠被子，倒垃圾。

公 告
根据《特种设备使用

管理规则》规定，特种设备
办理注销手续时，应将使
用登记证交回登记机关，
下列单位的使用登记证无
法交回，特此声明自登报
之日起作废。
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3月27日

演出节目大受欢迎。

使用单位 使用登记证号

山东源汇天和食品有限公司
锅鲁AC0214

锅鲁AC0213

济南今朝酒业有限公司 锅鲁AC0202

商河县昊霖工艺品加工厂 锅鲁AC0215

商河洽好味食品有限公司 锅鲁AC0218

济南诺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锅鲁AC0223

附：使用单位名单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李云云） 春暖花开，又到踏
春好时节，一年一度的商河县
踏春赏花文化旅游节暨怀仁
镇杏花节将于3月31日盛大开
幕了，持续到4月2日。今年的
新春第一游究竟会为大家带
来什么惊喜？

本届杏花节以“近享新能
源、共品民俗韵、同赏杏花春”
为主题，以突出服务济南市
民、县城居民旅游度假为目

标，整合商河地区传统艺术、
民俗文化、特色美食及新能源
应用体验。举办绿色新能源走
进“杏”福生活展、鲁西北民俗
文化艺术展演、“幸福怀仁、杏
韵花开”主题摄影展、舌尖上
的“杏”福生活美食展、“杏”福
农场亲子嘉年华五大主题活
动，让游客零距离品味商河文
化、感受民俗风情、乐享绿色
生活、品尝特色美食、拉近亲
子距离、留住幸福瞬间。

本本周周六六踏踏青青赏赏杏杏花花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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