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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城事

菏菏泽泽酒酒驾驾有有所所““抬抬头头””
入夏以来市区每天至少3名“酒司机”被查处

本报鄄城6月3日讯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张东霞 )

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
益，规范网络经营农资行为，
鄄城县工商局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利用
网络销售伪劣种子、化肥、农
药等农资商品为重点的专项
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对全县17

个乡镇辖区范围内的160家农
资经营户逐一摸底排查，凡在
网上从事农资经营的网站(网
店)，将其纳入网络经营主体数
据库，逐一掌握网络农资经营
主体经济户口情况。

行动中依法查处与清理
资质条件不符合要求的网站
(网店 )，依法开展网络销售农
资质量抽查检验工作，对种
子、化肥、农药，进行抽检。并
利用12315及联络站作用，及
时受理解决农民群众投诉举
报“三农”问题，服务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维护广大农民根
本利益。

截至目前，该局农资监
管部门共出动车辆 3 2次，执
法 人 员 1 4 人 次 ，受 理 投 诉 3

起，解决 3起。抽检化肥 3 0批
次，合格率96%。

线上线下销售

假劣农资

本报菏泽6月3日讯(记者
景佳) 自入夏以来，市民喜欢
在晚餐时喝酒消暑解乏，仍有
市民酒后依然开车。3日，记者
从菏泽市公安交警支队市区大
队了解到，一个月来，先后有50
名“酒司机”受到处罚。

6月2日晚，记者跟随市区
大队交警在和平路上执勤。21
时28分，一辆小轿车自北向南
驶来，看到和平路口有交警执
勤，随即掉头试图避开检查。执
勤交警上前将驾驶员拦下，当
场对其进行酒精含量呼气测
试，酒精浓度显示 2 0 . 3 m g /
100ml，涉嫌酒后驾驶。

20分钟后，一男子酒后驾
驶轿车行驶至和平路口时，被
执勤交警拦下。经酒精含量呼
气测试，该男子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为134 . 2mg/100ml，超过
80mg/100ml的醉酒临界值，已
涉嫌危险驾驶罪。

执勤交警告诉记者，入夏
以来，不少市民喜欢在晚餐时
小酌一下消暑解乏，“有部分驾
驶员尤其是青年人交通安全意

识相对比较薄弱，
对饮酒驾驶、醉酒
驾驶后要承担的
法律责任不明了，
存在侥幸心理，导
致酒后驾驶违法
行为高发。”

3日，记者从
菏泽市公安交警
支队市区大队了
解到，目前，菏泽
城区每周保持四
次以上集中抽检，
在城区主要路口、
重点道路设卡，检
查过往车辆，严厉
查处酒后驾驶等
违法行为，震慑效
果明显，但“酒司
机”仍然存在。

“从治理情况
看，每天至少3名“酒司机”被
查处。”菏泽公安交警支队副
支队长、市区大队队长张俊福
告诉记者，一个月来，有50名

“酒司机”因为酒后驾车受到
处罚。

民警提醒，市民驾车出行
还需自律，目前，市区交警大
队已开始推行交通违法举报
有奖制度，发动群众力量对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其
中，醉酒、酒后驾驶机动车，每

查实一起，将奖励举报人1000
元 。两 部 举 报 电 话 ( 0 5 3 0 -
3336110和0530-3336161)24
小时开通，工作人员接举报后
会在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展开
调查。

本报菏泽6月3日讯(见习
记者 杨双媛) 2日，市民刘
女士向本报反映，长江路西段
下水道污水格栅处被塞满了
生活垃圾。“这已经快到雨季
了，下水道口堵这么厉害，到
时候雨水排不下去，肯定会造
成道路积水，而且夏天天气
热，这些生活垃圾堆积在这里
对空气也不好。”刘女士说。

3日，记者来到长江路西
段某处下水道口发现，此处的
污水格栅被塞满了剩菜剩饭、
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饭盒和一
次性筷子等生活垃圾，已经发
霉发烂，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上面还存着一些积水排不下
去，招来了许多苍蝇。

“这还算好的，有时候建筑
垃圾都有，乱七八糟的都往里
面塞。”此处污水格栅对面一店
主张先生告诉记者，上次下的
雨比较大，这里下水道就堵了，

“雨水全淤上来了，特别脏，也没
有顾客来，生意也没法做了。”

“我们大人还好，有点积
水有时候直接就蹚过去了，小
孩子直接没法走。而且外溢的
污水臭气熏天，卫生方面也让
人不放心。”市民秦先生也有
同样的苦恼。

“这种生活垃圾，大家都
不往里扔就没事儿了，下水道
也不会堵，环境好了，大家也
都开心。”张先生认为，要解决
这个问题，“还得靠自觉。”

对此，记者咨询了菏泽市
城乡建设局市政工程管理处
副书记韩卫国，他表示，目前
国家已经出台了《城市排水许
可办法》，上面也提到了一些

有关生活垃圾的处理措施，但
现在仍处于准备期，还未开始
着手实施。韩卫国同时还表
示，会找专门人员去查看此处
污水格栅，进行相关处理。

““这这里里啥啥时时候候才才能能不不堵堵？？””
长江路西段某处下水道被塞满生活垃圾，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2014年5月31日
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
的第二十七个世界无
烟日，本次世界无烟
日的主题是“提高烟
草 税 收 ，保 护 下 一
代”。5月28日，为了进
一步在全区中小学生
中推进控烟行动，提
高对吸烟有害健康的
认识，远离烟草，牡丹
区教育局、牡丹区卫
生局、牡丹区疾病控
中心联合在牡丹区吴店中学举行“控烟履
约，共建无烟校园”活动。

活动主要向学校和学生进行烟草危
害的健康教育，推动学校创建无烟环境，
让学生自觉远离烟草，拒吸第一支烟，从
小养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与习惯。

活动中，牡丹区卫生局副局长田磊
说：“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
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并提到我国近些
年出现的吸烟人群多、烟民幼龄化、被动
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大的几大问题，告诫
孩子们在长身体的重要人生阶段，要远离
一切不良嗜好，不要染上吸烟习惯。倡导
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共同给

孩子们营造无烟成长环境。
学生代表在活动中宣读了承诺书，承

诺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不做吸烟新
一代，主动参与公共场所禁烟宣传活动。
参加活动的学生纷纷在控烟条幅上签名，
表达共同创造无烟校园的决心，随后学生
还集体观看了吸烟危害健康的知识展板。
吴店中学教师张霞说：“现在社会风气不
好，这次的控烟进校园活动很及时、很有
意义，我们平时也经常采用多种方式教育
学生不吸烟，班干部、寝室长也会进行同
学间的监督，发现学生吸烟及时批评教
育。”

文/朱卓越

控烟履约，共建无烟校园
牡丹区疾病控中心走进吴店中学，举行无烟日控烟宣传

5月31日下午广汽传祺越级
对比试驾会在菏泽林展馆激情
开启，传祺家族全系车型GS5、
GA3、GA5约战德系劲旅，品质、
操控现场大比拼，上演巅峰对
决。

本次越级对比试驾会动静
结合，分设静态对比和试驾对比
两个项目，与德系豪车展开全面
对决。

为充分验证传祺的操控性
能，展示操控之王的风采，除了静
态体验，报名参加现场试驾挑战
的消费者分别驾驶德系豪车和传
祺车型，通过环岛弯道区、直道加
速区、8字弯道区、紧急避让区、蛇形弯道区等
高难度定制赛道，亲自体验双方车型的操控表
现。传祺、豪车轮番上阵，紧急加速、高速过弯
等极限操控让现场消费者大呼刺激。

通过本次对比试驾，传祺品质与操控性
能获得现场消费者的一直好评。“很多汽车
品牌都在强调五星安全，但是广汽传祺大胆
拆解，直接向消费者展示由内而外的五星品
质，让人信服。”对汽车安全品质很看重的刘
先生表示：“传祺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与豪车
相比也毫不示弱。”

“只有通过驾驶体验，才能真实感受到
车辆的操控性能。”报名参加对比试驾的张
先生表示，现场设置的高难度赛道，让传祺
的操控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经过多轮对
比试驾，参赛消费者纷纷表示，传祺与德系
操控能手的对决，直接显示了中国自主品牌
的越级硬实力。

经过极限对比试驾考验，传祺比肩豪
车的品质、性能获一致好评，由厂家直推
的现场团购会更让新晋车主实现体验与
实惠双收。 （盛立平）

对决豪车

广汽传祺菏泽越级对比试驾会完美落幕

消费者近距离品鉴传祺。

2日21时53分，一名男子经过酒精测试仪测试，酒精浓度显示为134 . 2mg/100ml。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长江路西段某处下水道污水格栅处被塞满生活垃圾。
本报见习记者 杨双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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