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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警警方方追追逃逃两两个个月月
连连擒擒重重大大逃逃犯犯2211名名

本报菏泽5月30日讯(记
者 赵念东) 近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公安局获
悉，为消除社会隐患，根据省
公安厅统一部署，菏泽市公
安机关自4月1日至5月底，在
全市组织织开展疑难逃犯集
中研判和攻坚会战。截至5月
27日，已连续抓获21名潜逃
10年以上重大逃犯，其中潜
逃10-20年逃犯11名，20年以
上逃犯10名，暂列全省追逃
工作第一位。

据了解，菏泽市公安局
党委高度重视追逃攻坚会
战，市公安局局长高荣国亲
自动员、亲自部署，经常听取
会战进展情况汇报，及时研
究解决了一批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市公安局成立
追逃攻坚会战专班及追逃领
导小组，加强督导检查，各分
县局局长、派出所长实行包
辖区责任制，落实具体责任，
在全市公安机关形成了全警
积极追逃的浓厚氛围，有力
推动了追逃工作深入开展。

2018年4月24日夜20时，

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经
周密布控、蹲守，在北京市东
城区黄寺大街柳荫公园西门
成功抓获潜逃26年的省公安
厅挂牌督捕的曹县命案逃犯
张某。

经调查，1992年，犯罪嫌
疑人张某与同村另一村民发
生争执，后在对方回家的路
上持刀将对方刺伤后潜逃。
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4月17日，巨野县公安局
通过缜密研判，将潜逃26年
的命案逃犯徐某抓获；4月29
日，定陶公安局通过循线深
挖，将潜逃13年的抢劫逃犯
李某在潍坊抓获；5月23日，
郓城县公安局在内蒙古锡林
浩特市将潜逃24年之久的抢
劫逃犯梁某抓获；5月24日，
牡丹分局在河南郑州抓获潜
逃22年的抢劫逃犯王某……

经统计，截至5月27日，
菏泽公安机关已连续抓获21
名潜逃10年以上重大逃犯，
其中潜逃10-20年逃犯11名，
20年以上逃犯10名，暂列全
省追逃工作第一位。

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发
布了《2017年全市法院行政案
件司法审查报告》。报告回顾总
结了全市2017年行政审判工
作，分析了行政执法的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依法
行政的建议。

据了解，2017年，菏泽全市
法院共受理一、二审行政案件
1180件，审结1102件，其中，一
审行政案件收案971件，结案
884件；二审行政案件收案209
件，结案218件(含旧存)。

行政审判工作呈现的特点
有：一、二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
持续增长；行政争议涉及领域
和案件相对集中，新类型案件
开始出现；行政机关败诉率下
降，败诉领域相对集中；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高等。

其中，行政争议涉及领域

和案件相对集中方面，行政案
件数量居前的是城建类(含规
划、房屋登记 )、土地资源类
(含土地登记、土地征收等)、
公安类。其中，因重大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项
目等引发的涉民生案件占比
较大。从案件类型看，约75%
的一审行政案件集中在征收
拆迁、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
案件。

而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率不高方面，2017年，全市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行政案件
635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的为189件，出庭应诉率为
29 . 8%。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情况有以下特点：从行政
机关负责人身份看，呈现副职
多、正职少的特点；从行政层级
看，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政

府及其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
多，市政府及市直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少。

此外，行政执法和应诉中
存在的问题有行政行为程序违
法现象较为突出、行政行为损
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依然
存在、行政不作为现象时有发
生等。对此，报告建议行政机关
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提高依
法行政能力；坚守程序合法底
线，强化程序正义理念；充分发
挥行政复议功能，切实提高层
级监督实效；切实采取措施，提
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增强应诉能力。

据介绍，司法审查报告的
发布，对监督行政机关更好地
依法履行职责、促进行政机关
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助力法
治菏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6月起，菏泽将试点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管辖

当当事事人人““选选””法法院院，，看看得得见见的的公公平平正正义义

菏菏泽泽成成品品油油质质量量监监管管
继继续续领领跑跑全全省省

本报菏泽5月30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朱晴

秦桂华) 29日，齐鲁晚报
记者从菏泽市工商局获悉，
为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
入开展，促进生态菏泽建设，
菏泽市工商局持续加强流通
领域成品油质量监管，进一
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
序，成品油质量监管继续领
跑全省。

据了解，菏泽市工商局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结合实
际，细化制定成品油监管实
施方案。层层签订《成品油监
管责任书》，明确具体监管责
任人。增加工作透明度，在加
油站显著位置公开监管人员
详细信息，依法监管加油站
经营行为。

该局坚持强力督导检
查。常年坚持月调度、季通报
制度。市局督导组不定期到
县区局及其辖区加油站明察
暗访，全面准确掌握并督促
检查全市流通领域成品油市
场监管情况，并将成品油质
量监管情况列为对县区局

2018年法治工商考核的一项
重要内容。

此外，坚持高压严处和
依法公示。市县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均成立并加强成品
油市场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举全市系统之力，打好成品
油质量监管攻坚战。对抽检
不合格油品依法从严查处并
跟踪抽检，年内抽检两次不
合格构成严重违法的，依法
吊销其证照，进一步促进成
品油质量再提升。按规定及
时公布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
检结果，并依法公示成品油
案件查处情况，对问题严重
的公开曝光。

据悉，2018年以来，全市
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实现了
对719座加油站全覆盖抽检，
抽检油品1312个。其中，抽检
汽油样品652个，柴油样品
6 6 0 个 ，抽 检 合 格 率 达
99 . 47%。流通领域成品油监
管工作，不仅在全省工商系
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也是
第一项向市政府申请销号的
环保工作任务。

30日下午，全市法院行政
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在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会上，首先
发布了《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
的实施方案》。

据介绍，跨行政区划管辖
行政案件，是全市法院进一步
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的重要
举措，对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存
在的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维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有效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将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

为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
结合当前全市行政区划及基层
法院设置情况，方案将全市县
区划分为三个“相对集中”的片
区。即牡丹区、高新区、鄄城县、
东明县为一个片区；市经济开

发区、巨野县、郓城县为一个片
区；定陶区、曹县、成武县、单县
为一个片区。在不违反级别管
辖、专属管辖的前提下，当事人
可以在“相对集中”片区范围内
任意选择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
法院。

为坚持便民诉讼和节约诉
讼成本的原则，复议机关作共
同被告(原行政行为被复议决
定所维持)的行政案件，原告仍
可选择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
院管辖。

跨行政区划管辖的案件
范围仅限于基层法院有权受
理的一审行政案件，但因不动
产提起的行政诉讼除外。跨行
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只涉及
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对于非诉
行政执行案件，仍由行政机关

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涉及知
识产权等由专属法院管辖的
行政案件、海关行政案件以及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不实行跨行政区划
管辖。

对于基层法院提请市中级
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当事人
直接向市中级法院起诉要求指
定管辖的案件和基层法院对管
辖权产生争议的案件，由市中
级法院以指定的方式确定管辖
法院。对于多名原告针对同一
诉讼标的选择向不同法院起诉
的案件，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指定管辖。

据悉，今年6月1日起，菏泽
全市法院将推行“以当事人选
择管辖”为核心的跨行政区划
管辖行政案件试点工作。

■ 赋予当事人管辖选择权 跨区划管辖行政案件

■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率低 城建类行政案件数量多

30日，菏泽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发布了《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的实施方案》和《2017年全市法院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据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有效监督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6月1日起，菏泽全市法院将推行“以当事人选择管辖”为核心的跨行
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试点工作。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本报菏泽5月30日讯(记
者 李德领) 30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气象台获
悉，目前菏泽处于少雨阶段，
6月2日以前，以多云天气为
主，但早晚温差大，之后气温
略有升高。

现在日本海上空有一冷
涡并缓慢南掉，6月2日以前，
受它影响，菏泽多吹微弱的
北风，以多云为主，早晚温差
大。3日以后5-7天内，东南沿
海到南海有台风活动，菏泽

受东南气流控制，仍然少雨，
气温略有升高。

据菏泽市气象台30日15
时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内菏泽
具体天气如下：5月30日夜间
到5月31日白天，多云转晴，最
高温度33℃，最低温度18℃，
东风转东北风2-3级。5月31日
夜间到6月1日白天，晴，最高
温度33℃，最低温度17℃，东
风2-3级。6月1日夜间到6月2日
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最
低温度21℃，南风2-3级。

菏菏泽泽处处于于少少雨雨阶阶段段
晴晴热热天天气气将将升升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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