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从打打击击破破案案数数，，看看菏菏泽泽治治安安变变化化
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盗羊案件从最高每月126起下降到每月不足10起

本报菏泽1月25日讯(记者
张建丽) 23日，菏泽市公安

局做客市长热线。记者了解
到，2014年，菏泽全市抢夺、抢
劫、诈骗、盗窃机动车案件同
比分别下降48 . 7%、19 . 37%、
19 . 74%、49 . 26%，老百姓深恶
痛绝的盗羊案件从最高每月
126起下降到目前每月不足10
起，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得到
有效遏制。

据菏泽市公安局党委成
员、副局长、纪委书记刘勇介
绍，菏泽公安机关以“打黑恶、
反盗抢、防诈骗、扫毒害、追逃
犯”系列安民行动为主线，部
署开展了深化“反盗抢”守护
青山羊爱民行动，始终保持严
打高压态势。2014年，共破获
各类刑事案件13400余起，实
际逮捕4300余人，起诉4300余
人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3 . 9 8 % 、
3 . 53%、5 . 32%。其中，破获盗
抢案件10300余起，打掉盗抢
团伙381个，抓获盗抢犯罪嫌
疑人6200余名。

据了解，菏泽公安机关层
层成立了打黑除恶、打击诈
骗、打击两抢、打击入室盗窃、
打击盗羊、打击盗窃电动车等
专业队伍，强化分析预警、串
并研判、专案侦查等措施，全
市抢夺、抢劫、诈骗、盗窃机动
车案件同比分别下降48 . 7%、
19 . 37%19 . 74%、49 . 26%，老百
姓深恶痛绝的盗羊案件从最
高每月126起下降到目前每月

不足10起，多发性侵财犯罪案
件得到有效遏制。

同时，社区警务全覆盖工
作机制日趋完善。该市共划分
警务区1162个，配备专职社区
民警553名，兼职社区民警2291
名，城区专职社区民警配备率
达到96 . 3%，农村专兼职社区
民警配备率达到83 . 8%，从而
根本解决了社区警务人员挂
空、有名无实的问题。

全面实施以环菏圈、城区
监控网、农村监控网、主干道
监控线为主体的“一圈两网一
线”维稳视频监控体系建设，

全市已建成一、二、三级智能
化监控平台184个，建设探头
60782个，整合社会监控探头
18万余个，城区监控覆盖率达
到100%，农村按照不少于4个
探头的标准完成的村庄达到
94 . 76%，社会面视频监控实现
了全覆盖。去年，菏泽通过视
频监控为56起重大刑事案件
提供重要破案线索。

坚持对损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零容忍”，盯住侵犯群众
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情严
查严纠，真正让民意主导警务
成为每一名民警的自觉行动，

市局民意办共收集受理各类
群众诉求11600余条，当场答
复、网上直接回复2200余件，
网上流转回复8500余件，转办
派送720件，群众诉求按期办
结率达到98%以上，一次性办
结群众满意率达到80%以上。

另外，菏泽市公安局创新工
作模式，成立了民意访问中心，
定期开展满意度测评，全面征求
群众意见和建议，今年以来已累
计开展回访40余场次，收集意见
建议2575条。全市涉警投诉量、
涉公安机关信访案件、民警违法
违纪起数明显下降。

本报菏泽1月25日讯(记者
董梦婕) 近日，记者从菏泽

市工商局获悉，2014年，该局加
大执法监管力度，对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无照经营、格式合同
霸王条款、医疗药品虚假广告、
欺诈消费者等行为严厉查处，
共查办了18425起违法违规案
件。

其中，对市场主体进行监
管所查办的违法违规案件最
多，共查办违法违规案件16343
件。2014年，菏泽市工商局开展
了无照经营整治工作，查处和
规范无照经营9628件，其中，联
合有关部门查处非法加油站
255个，取缔229个；查处取缔
“黑网吧”55家。

加强对重要商品监管，共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222件。开
展了成品油专项治理行动，作
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工作，
对所辖加油站逐一抽检，两轮
次抽检加油站819个次，柴油、
汽油样品1220个，查办案件253
件，罚没款近300万元，油品合
格率由46 . 8%提升到95%。

加强对重要行业的监管，
共查办违法违规案件766件。开
展了红盾护农行动，不断完善

“两帐两票一书一卡”制度和进
货查验制度，严查违法经营农
资行为，办理假冒农资案件403
件。加强广告监测，开展了整治
虚假违法医疗广告专项行动，
查处广告违法案件274起。开展

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执法
行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98件。

据统计，2014年，菏泽全市
12315平台共受理9620件，其中
各类咨询8411件，投诉1049件，
举报154件，均得到妥善处理。
开展了集中整治和查处格式合
同(协议)霸王条款执法行动，查
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133件。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
问题，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
件644件，重点领域执法实现了新
突破。查处违反公平交易执法案
件205件，其中不正当竞争案件68
件，罚没款231万元。

对网络商品交易市场的监
管稳步推进，建立了电子数据
分析取证实验室，完善了监管

数据库，配套装修并健全管理
制度。加大涉网监管执法力度，
办理网络交易案件94件，办案
质量明显提高。

据悉，今年，菏泽市工商局
将继续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
处力度，围绕医疗、金融、通讯
等重点领域和群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重点查处滥收费用等事
关民生的案件；加强重要商品
和重要行业的监管，继续推进
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加
强农资市场监管；重点加强危
化行业登记审批，防范安全责
任事故；加强广告行业监管，严
厉打击制作发布非法集资广告
行为，与相关部门配合维护好
金融秩序。

2014年，菏泽市工商局共查办18425起违法违规案件

查查办办大大要要案案件件数数量量质质量量双双突突破破

本报菏泽1月25日讯(记者
景佳) 为切实做好全省“两

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
作，巩固前期“六项整治”行动
成果，连日来，菏泽交警开展交
通秩序整治大行动，加强对渣
土车、危化品运输车、客运车、
校车、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
的查处力度，严查酒后驾驶、客
车超员、无证驾驶、货车超载、
大货车闯禁行以及黄标车闯
禁行等重点违法行为。

23日起，菏泽辖区的警务

工作站全部启动。交警会同安
监、交通运输和治安部门进一
步加强公路客运车辆安全检
查和危爆物品道路运输管理
工作，严格客运车辆、危化品
运输车辆的检查登记，及时查
处超员、证件不全、涉牌涉证
等违法行为。

菏泽市公安交警支队副
支队长兼市区大队大队长张
俊福告诉记者，此次行动将深
化城市、农村、高速公路通行
秩序整治，加大酒驾、毒驾、闯

红灯、闯禁行、“三超一疲劳”、
涉牌涉证、农村面包车超员、
校车、渣土车违法等重点违法
行为的管控。对发现的各类交
通 违 法 行 为 ，将 严 格 执 法 程
序，落实处罚措施，保持对各
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
态势。

“期间，对于严重违反道
路交通法的行为，一律给予扣
分 降 级 ，严 格 按 照 交 通 法 处
罚，并将加大警示教育宣传力
度，促使辖区内无各类严重道

路交通违法的发生。”张俊福
说。

针对当前农用车违法载
人突出的特点，菏泽各县区交
警大队将根据农用车违法载
人行为发生的规律，有针对性
地加强对农用车的管控。

另据悉，高速交警也将加
大高速公路尤其是重点部位
的巡逻管控力度，重点加强对
客运车辆超员、疲劳驾驶和停
车上下客，行人上路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查处。

菏菏泽泽交交警警开开展展交交通通秩秩序序大大整整治治
强化路面管控，为全省“两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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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月25日讯(记者 杨
双媛 ) 牡丹除了具有观赏的价值
外，还具有养颜美容、散郁祛瘀的功
效。菏泽作为中国牡丹之都，陆续开
发出了牡丹糕、牡丹花蕊茶、牡丹籽
油等高端深加工产品。23日，菏泽牡
丹产业再传喜讯，首个以牡丹籽油
为主体的化妆品正式投入生产。

23日，记者在菏泽瑞璞牡丹产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庞志勇
的带领下来到牡丹籽油生产车间，
在那里，技术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
工作着。“我们公司研发的这款牡丹
籽油化妆品是原生状态的，绝对部
分含量都是牡丹籽油，这在世界上
尚属首次。”庞志勇介绍。

庞志勇说，这是国内第一条以
牡丹籽油为主体的化妆品专用生产
线，具有先进的工艺和性能。据了
解，牡丹籽油已被现代科技证明富
含大量生命营养和活性物质，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丰富，并且含有角鲨
烯等美丽因子，对皮肤具有极好的
营养护理作用。

牡丹在菏泽已有数千年的历
史，菏泽人对牡丹都怀有着一种特
殊的感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特
殊的感情，菏泽人才在牡丹的文化、
生产、科技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3日投入生产，这标志着第一瓶牡
丹籽油原生态化妆品将在中国牡丹
之都——— 菏泽诞生。”庞志勇自豪地
介绍道。

牡丹产业再传喜讯
菏泽首个以牡丹籽油

为主体化妆品正式投产

菏泽启动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督导检查

保食品安全

让百姓放心

本报菏泽1月25日讯记者 董
梦婕) 为客观评价各单位2014年
餐饮服务食品监管工作，近期，菏泽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抽调各县区
局监管人员分成5个小组，采取不打
招呼、不设路线的方式，对各县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此次检查突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管、示范单位创建、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餐饮服务食品监督抽检、厨
房亮化、学校周边食品安全治理六
项内容，专门制定《学校食堂检查记
录表》等3份表格，明确12项检查细
则、54个检查项目。采取现场检查和
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抽取
各县区5家学校食堂、5家社会餐饮
服务单位进行了检查。

检查发现，个别餐饮服务单位
食品安全制度坚持不严、卫生条件
不达标；各区县学校及周边食品安
全整治进度不均衡，厨房亮化推进
力度不够；个别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制度落实不到位，周边餐饮服务单
位整治措施未完全落实；监督抽验
覆盖面不够。

下一步，该局将会对检查结果
进行全市通报，针对各县区存在问
题，责成县区局有关人员督导整改，
确保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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