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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县县召召开开
冬冬季季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工工作作会会议议

本报讯 (通讯员 姬文
凯) 11月9日，全市冬季安
全生产电视会议后，曹县召
开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惠民出
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杨涌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
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政
治站位，坚守安全底线，要突
出道路交通、烟花爆竹、消防
安全、危化品安全、建筑施工
安全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扎扎实实做好重点
行业领域冬季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

梁县长强调，要进一
步加大督查、检查、执法力
度，对各乡镇办事处、各行业
主管部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
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严格
执法检查。一定要强化措施，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确保我县冬季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

强化危险废物
源头控制

《方案》要求，按照《国家鼓
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
品目录(2016年版)》要求，引导
企业使用低毒低害和无毒无害
原料，促进企业从源头减少或避
免危险废物产生。对以危险废物
为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
排放危险废物的企业，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提出并实施减
少危险废物的使用、产生和资源
化利用的方案。
  严格控制产生危险废物的
项目建设。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
项目要明确危险废物产生的环
节、种类、数量，并从严审批、监
管。对于报告书编制不符合《建
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指南》的，不予审批。
  对危险废物长期贮存、管理
落后、环境问题频发的县区，要
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的巡查和监
督，杜绝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处

置。针对垃圾焚烧飞灰、废矿物
油、电镀污泥、废铅酸蓄电池、医
疗废物等危险废物的处置，危险
废物经营处理单位应优先采用
列入《2017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
技术目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
域)》的污染控制技术。

提升危险废物
处置能力

针对目前长期贮存的精
(蒸)馏残渣、废矿物油(油泥)、
化工医药废水处理污泥、废盐、
废漆渣、废包装桶等危险废物，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环评批复
要求，建立管理台账，督促各有
关县区加快清理进度。重点推进
不规范贮存含氯、含氟残渣及化
工医药污泥等危险废物存量清
理工作，到2019年年底，基本消
除危险废物贮存环境风险。

优化危险废物处置能力配
置，合理布局集中处置设施，将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当
地公共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危险

废物年产生量大于5000吨的企
业，以及园区内所有企业危险废
物年产生量之和大于1万吨的化
工园区，原则上应配套建设危险
废物处置设施。

到2020年年底前，危险废物
处置能力基本满足全市处置需
求。鼓励跨县区合作集中焚烧、
物化处置危险废物，实现处理类
别和能力互补。

推进医疗废物
城乡一体化处置

各县区组织对本辖区医疗
废物产生、处置情况进行详细摸
底调查，科学预测医疗废物增长
数量。鼓励距离市级医疗废物处
置中心较远、转运医疗废物不便
且运输成本较高的县区，结合本
地需求，合理布局建设县级医疗
废物处置中心。加强处置能力储
备和预案管理，确保形成持续稳
定的处置能力。

实行“两清两挂钩”，全面清
理丢弃的医疗废物，全面清理非

法行医的无证诊所，医疗废物与
医疗机构审批挂钩，与医疗机构
年度校验挂钩。达不到医疗废物
规范处置标准的，一律暂停其执
业活动。

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的
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体系，完善医
疗废物分类管理制度，严格落实
医疗废物分类管理、专用包装、
集中贮存要求，加强收集、转运
配套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医
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的功能，
推行先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
医疗废物集中上送至规范设置
的医疗废物集中收集点(乡镇卫
生院)统一收集后，再由处置企
业进行收集转运的工作模式，或
就近运送到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统一处置。

进一步加强对医疗废物外
运丢弃或非法处置等违法行为
的管理，对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管理制度或将医疗废物委
托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的违法行为坚决查处，对涉案构
成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菏菏泽泽打打响响危危险险废废物物治治理理攻攻坚坚战战
到2020年，菏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体系

本报菏泽11月15日讯(记者
周千清) 14日上午，全省医

疗和计生监督专业行政处罚标
准案卷结题会议在菏泽召开，
省卫生计生监督所和各地市医
疗和计生监督方面的专家齐聚
一堂，进行为期两天的学习。标
准案卷研究成果的推广可以使
基层监督员在监督执法过程中
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更加得心
应手。

据悉，此次会议省卫生计
生监督所和各地市医疗和计生
监督方面的专家齐聚一堂，一
起研究探讨。菏泽市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局长杨继香
说，此次会议对于推进我省医
疗和计生专业监督标准化、专
业化、规范化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能够很好地提升我省医
疗和计生监督的整体水平，提
升案件查办的质量。标准案卷
研究成果的推广可以使基层监
督员在监督执法过程中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更加得心应手，
可以说是基层监督员的“掌中
宝”、“红宝书”。这对于其他专
业也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意
义。

之后，杨继香介绍了菏泽
市监督工作开展情况。据其介
绍，2018年，按照省所的总体部
署，菏泽市聚焦主责主业，以改

进监管模式、提升监管质量、增
强监管效能为主线，以加强监
督体系、提升监督能力、转变工
作作风为重点，深入开展卫生
计生监督“提质增效年”活动。

菏泽市体系建设更加完
善，注重将监管力量向执法一
线倾斜，85%以上人员从事监
督执法一线工作。队伍能力逐
步提升，深入推进监督执法精
准帮扶项目，持续开展上派下
带项目，坚持每周学习制度，不
断加大与兄弟地市的协作配合

力度，监督员能力大幅提升，在
今年的全省执法大赛上获得团
体二等奖，公共卫生专业单项
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通过完
善监督执法制度，推进信息化
建设等措施不断提升监督执法
的科学化、规范化、智慧化水
平，切实提升监管效能。不断加
大监督执法力度，截至十月份，
菏泽市监督覆盖率100%，查处
案件2669件，处罚金额640余万
元，全面完成了双随机监督检
查任务。

省医疗和计生监督专业行政处罚标准案卷结题会议在菏泽召开

基基层层监监督督员员有有了了““掌掌中中宝宝””、、““红红宝宝书书””

菏菏泽泽高高新新区区安安监监局局
开开展展企企业业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大大检检查查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国
力) 为确保全区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近期菏泽高新区
安监局聘请专家对辖区内
重点监管企业和风险性较
大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大
检查。

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以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
制度落实、企业安全培训、应
急演练组织、安全生产设施
设备维护登记、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制定及台账记
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日常自检自查、安全会议记
录的落实等12项内容为重
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安全
隐患和薄弱环节，能够现场
整改到位的，检查人员责令
企业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整改
到位，其他隐患责令企业限
期整改到位。通过此次安全
生产大检查行动，进一步形
成了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为菏泽高新区经济发
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山东省巨野县金利通运输有限公司鲁RE5080
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234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鑫淼商贸中心于2018年11月14日之前刻
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维客副食门市部于2018年11月14日之
前刻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郓 城 安 运 发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编 号 为
3717250007768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志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5
日之前刻制的所有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乔泽辉(父亲：乔方臣，母亲：杨月华)，男，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N370145658， 特此声明。

★张仁传(父亲：张乃田，母亲：程艳霞)，男，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J370998569， 特此声明。

★菏泽清竹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七分店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证号：CB5304188)正本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宋桂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注册号：
3717253002628)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彭立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注册号：
371730600166513)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打好
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作
战方案(2018-2020年)》出
台。《方案》要求，到2020
年，全市建立起较为完善
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和处置体系，
市级以上重点产生危险
废物企业在危险废物暂
贮库和危险废物产出设
施位置全部安装视频监
控，并与市、县区环境保
护监管部门联网。危险废
物处置设施布局趋于合
理，处置能力与危险废物
产生种类和数量基本匹
配，进一步优化乡镇医疗
废物收集点的建设布局，
实现全市医疗废物的快
速收集和集中处置，基本
实现全市危险废物安全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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