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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庭内内审审理理，，庭庭外外直直播播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全方位直播庭审，推动司法公开

本报菏泽11月12日讯(记者
邢孟) “在电视上、网上看过

庭审直播，室外电子显示屏上
还是头一次。”11日上午，菏泽
市中级人民法院(菏泽中院)门
前的电子显示屏上正在直播的
一起庭审案件吸引了不少市民
驻足观看。不用进法庭也能看
庭审，这让不少市民都感到新
奇。据了解，这是菏泽中院第一
次用此种形式进行案件直播，
也是菏泽中院首次全方位直播
庭审。

11日上午10点，刘某某涉
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在菏泽中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为推行
阳光司法，打造全媒体、立体
式、全方位的庭审直播模式，该
案审理过程，通过山东省法院

庭审直播网、菏泽中院官方微
博等网络平台同步庭审直播。
此外，本次庭审还首次通过菏
泽中院室外电子屏全程直播，
这种直播形式也吸引了不少市
民驻足观看。

据了解，本次庭审直播的
是一起刑事案件，案件起因为
被告刘某某之父因琐事与工友
产生争执，刘某某认为父亲遭
到辱骂遂产生报复，趁被害人
孔某不备用钢管将其头部打
伤，后孔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后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刘某某涉嫌
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在庭审过程中，不少市民在观
看庭审的同时，也时不时地和
周围市民讨论案情，仿佛自己
也置身于庭审现场。

虽然之前菏泽中院已通过
微博等方式多次将一些公众关
注度高、影响范围较大或者有
普法教育意义的案件进行网络
同步直播，但此次除网络平台
外，该院还首次启用室外电子
显示屏同步直播庭审过程，让
该案件线上线下直播同步进
行，让不少市民不用上网也能

“旁听”。
菏泽中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像此次全媒体、立体式、全
方位的庭审直播，今后，凡公众
关注度高、影响范围较大、有普
法或教育意义的案件，都会尽
可能通过各种方式直播，以满
足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以网
络庭审直播的常态化进一步推
动司法公开，促进阳光司法。 市民通过菏泽中院室外电子屏观看庭审。

本报菏泽11月12日讯 (记
者 李凤仪 通讯员 荆东
风 ) 近期，部分化工园区连
续多次发生非计划停电，企
业易燃易爆和有毒气体通过
安全阀向室外排出，给企业
带来了较大财产损失。12日，
记者从菏泽市安监局获悉，
菏泽市政府已经组织召开危
化品生产企业供用电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正式
拉开了危化品生产企业供用
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的
序幕。

针对非计划停电引起的
各种恶劣影响和安全隐患，菏
泽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危
化品生产企业供用电安全隐
患集中排查整治的通知》，并
且专门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副
市长张毓华为组长的市危化
品生产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
集中排查整治领导小组和专
家组。

据悉，本次危化品生产企
业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将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
原则，在现有变电站条件下，

通过架设线路、内部整改和供
电线路清障等措施，提高供用
电可靠性。

然后，开展一次集中排查
整治活动，要求县(区)对辖区内
的危化品生产企业及在生产过
程中存在高温、高压和易燃易
爆风险的生产企业再进行一次
拉网式排查，对存在供用电安
全隐患的一并纳入各县(区)整
治企业名单中，确保一户不漏。
同时由供电部门搞好统筹规
划，通过建设220千伏、110千伏
等高等级的变电站，以满足危

化品生产企业在用电方面的需
求。

按照要求，这次危化品生
产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集中
排查整治活动要彻底消除非
计划停电引起的安全隐患，各
级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迅速
行动，拿出整治时间表和路
线图，全面组织开展危化品
生产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坚决消除危化
品 生 产 企 业 供 用 电 安 全 隐
患，确保全市经济安全运行、
社会和谐稳定。

科技惠民

菏泽三项目获拨款

模拟办案

菏泽卫生监督局夺冠

本报菏泽 1 1月 1 2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 12日，记者从菏
泽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获悉，
在山东省卫生计生监督执法能
力大赛中，菏泽市卫生监督局
代表队荣获“模拟办案”第一
名。

据悉，此次比赛共有全省17

个地市的代表队参加，经过两天
的激烈角逐，最终，菏泽市卫生监
督局代表队荣获“模拟办案”第一
名。

菏泽启动危化品生产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

消消除除供供用用电电安安全全隐隐患患

一桥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日前，北依河南省濮阳县梨
园乡，位于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
境内的刘口黄河浮桥建成通车，
极大方便了车辆通行。据悉，该浮
桥总投资过亿元，长560余米，宽
22米，最大载重量200吨，南接刘
民路省道，北通106国道。

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郜玉华 摄影报道

关关爱爱老老党党员员 传传承承老老传传统统
郓城结对帮扶117名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

本报郓城11月12日讯 (记
者 邢孟 通讯员 魏忠友

刘考勇) “虽然年老不中用
了，但党还一直还惦记关心着
俺。”双桥乡唐庄村建国前老
党员程兆前激动地说。据悉，
入冬后，郓城县关爱建国前老
党员各个帮扶小队活跃在城
镇乡村，为老党员们量血压、
听诊、发放药物、记录困难问
题并留下帮扶联系卡。

据悉，郓城县为加大对
建国前农村老党员的关心和
爱护力度，郓城县分别制定

了《关于建立建国前农村老
党员帮联制度的实施方案》、

《关于建立建国前农村老党
员 免 费 健 康 查 体 的 实 施 方
案》等5个实施方案，并由县
委组织部牵头，县委宣传部、
县人社局、县卫生局、县住建
局、县民政局等有关部门组
成帮扶小组，为老党员送去
关爱。

该县卫生局成立医疗
服务队，每月深入到各乡镇，
为老党员提供医疗服务，团
县委组织广大青年志愿者定

期到老党员家中，主动同老
人 聊 天 、倾 听 、记 录 红 色 历
史，并帮助打扫卫生、清理垃
圾等。民政部门还积极协调
资金，为帮扶对象粉刷墙壁，
平 整 院 落 ，购 置 了 轮 椅 、拐
杖、电磁炉、足浴盆等生活用
品，并定期安排老人进行体
检。供电系统为老人家中整
修线路，进一步排除了安全
隐。

为传承学习老党员不平
凡事迹，县委宣传部还组织编
写了《郓城红色财富——— 建国

前入党的老党员回忆录》，发
放各单位、学校，共同学习老
党员风采，传承党的优秀传
统。

通过细致调查统计，郓
城县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
员共有117名，帮扶小组为他
们一一建立了健康、生活台
账。并实行县级领导干部、县
直机关干部、乡镇 (街道 )党
委政府班子成员、机关干部
和包村人员“一对一”或“多
对一”结对帮扶措施，责任到
人。

本报菏泽11月12日讯 (记者

袁慧 ) 记者从菏泽市科技局

获悉，近日，省科技厅、财政厅日

前联合下达2014年山东省科技惠

民计划，菏泽市申请的“青少年近

视多元化防控技术平台建设与示

范推广科技惠民示范工程”等3个

项目获得立项，立项数量居全省

各地市第三位，获得省拨款支持

610万元。

据悉，菏泽市申请的“青少

年近视多元化防控技术平台建

设与示范推广科技惠民示范工

程”、“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基层

应用科技惠民示范工程”和“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及绿色制砖技

术应用科技惠民示范工程”3个

项 目 获 得 省 科 技 惠 民 计 划 立

项，立项数量居全省各地市第

三位，获得省拨款支持 6 1 0 万

元，占全省专项经费的20 . 3%，

争取资金量居我省各地市第一

位。

山东省科技惠民计划是以

科技成果转化惠及民生的科技

专项。该计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以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为

动力，突出民生科技，突出先进

科技成果转化，突出体制和机制

创新，紧紧围绕广大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

力在人口健康、生态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公共安全、城镇发展与

社会事业等重要民生领域，推广

应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示

范一批科技惠民工程，建设一批

科技惠民服务平台和基地、发展

一批科技惠民产业，推动技术创

新和科技进步更多更广地深入

基层、服务社会，让百姓更好地

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实惠。

2014年山东省科技惠民计划共

安排项目42项，补助经费30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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